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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头沟区十六届人大六次会议胜利闭幕
张力兵讲话 陈国才主持 付兆庚张永彭利锋出席

北京市门头沟区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选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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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屈媛）2020年 1
月9日上午，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第三次全体
会议和闭幕式相继举行。区委书记
张力兵，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国才，区政协
主席张永，原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罗
斌，原区政协主席张冰，区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彭利锋等区领导出
席会议。张力兵讲话。大会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后，胜利闭幕。

上午 10时，区十六届人大六
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许彪主持。

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形式，
通过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委员名单；以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选举区监委主任、区法
院院长、区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与会代表以举手表决的形式，
通过关于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工作
报告的决议、关于门头沟区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的决议、关于2019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的决议、

关于门头沟区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关于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门头沟区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议案审查
委员会作关于议案的审查报告。

上午11时，大会举行闭幕式。
陈国才主持。总监票人宣布计票结
果。新当选的区监察委员会主任范
永红与全体代表见面，并进行宪法宣
誓；新当选的区人民法院院长亓纪与
全体代表见面，并进行宪法宣誓。

张力兵发表讲话，他指出，
2019年，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全体
人大代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有效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各项职权，在审
议决定全区重大事项、加强生态环
保监督、保障改善民生、推进依法行
政和公正司法等方面高站位、勇担
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特别
是紧扣区委关于发展精品民宿、低
收入精准帮扶、“六城联创”等重点
任务主动推进、主动监督、主动支
持，发挥了政治制度优势，有力保障
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增强了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为推动地区绿色

发展、生态富民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新的一年里，区人大及其常

委会和全体人大代表包括全区党
员干部，要把“开工令”当成冲锋的
号角，继续发扬老区人民百折不
挠、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以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时不我待的奋斗
劲头，全力争当“绿水青山门头沟”
的实践者和急先锋，为我区完成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推动绿
色发展、生态富民做出新贡献，体
现新担当、彰显新形象。

张力兵代表区委强调三点意
见：一是坚定党的领导，把稳政治
方向。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全体
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
其是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这一重大
原则，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要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及市委《实施意见》，要坚定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聚

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共同推
动中央、市委、区委的决策部署在
门头沟区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二是坚定依法履职，服务发展
大局。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全体
人大代表要紧紧围绕服务全区工
作大局，充分发挥“聚民心、议大
事、保落实、促善治”的重要作用，
推动人大工作更好地与党委决策
重点、政府工作难点、人民群众关
注热点有机结合、有效落实。要聚
焦“五个之城”的战略部署，依法履
职尽责。要围绕打造“绿水青山的
生态之城”，深入调研研究，举全区
之力守好绿水青山；要围绕打造

“宜居宜业的幸福之城”，积极建言
献策，助力打通“两山”理论转化通
道；要围绕打造“底蕴深厚的魅力
之城”，主动贡献力量，助力提升地
区文化气质；要围绕打造“向善尊
贤的人文之城”，积极示范带动，助
力争创文明首善；要围绕打造“有
序包容的和谐之城”，参与共建共
治，助力守好“首都西大门”。要聚
焦“六城联创”的节点任务，依法履
职尽责。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全

体人大代表要切实找准工作的切
入点和助推点，发挥好自身优势，
加强专项监督，增强监督实效，尤
其要敢于发现问题、敢于动真碰
硬，督促政府及有关部门依法行
政，切实将人大监督压力转化为各
部门迎难而上、开拓创新、提升水
平的动力。要聚焦“七有”“五性”
的民生需求，依法履职尽责。人大
代表来自人民，是民情民意的代言
人，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要积极向全区人民群众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中
央、市委的决策部署，要主动察民
情、集民智、解民忧、聚民心，深入
了解基层的呼声、群众的诉求，助
力“接诉即办”工作，形成高质量的
议案，并及时向区委反馈，督促政
府有关部门认真履职，推动“未诉
先办、主动治理”。

三要坚定首善追求，强化自身
建设。区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强化能
力建设，严格依法监督，督促“一府
一委两院”依法行政、依法监察、公
正司法；要落实好常委会联系代表、
代表联系群众等机制，加强和改进

区、镇两级人大工作，区人大常委会
党组要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
责任，切实发挥党建引领保障作用。

张力兵表示，区委将一如既往
地全力支持区人大及其常委会充
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
使职权。区“一府一委两院”要正
确对待、自觉接受、积极配合人大
监督，认真执行人大的决议决定，
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全区各部门、
各单位都要高度重视人大工作，自
觉接受人大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
代表提出的议案、意见和建议，积
极配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视察、调
研和检查活动。

张力兵最后强调，我们要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
全力以赴打造“红色门头沟”党建
品牌和“绿水青山门头沟”城市品
牌，以“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
精神，在坚定当好“两山”理论守护
人的新征程上，勇往直前，奉献
2020、创新2020、建功2020。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范永红，男，
汉族，1970年4月
生，山西晋中人，
1993 年 7 月参加
工作，1993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管理
学硕士学位。现
任中共门头沟区
委常委、纪委书
记，监察委员会主
任。

该同志曾任海淀区农经站站长、东升乡乡长、玉渊潭农
工商总公司党委书记、青龙桥街道工委书记，2013年援藏
担任拉萨市尼木县委书记，2016年4月任副区级，同年9月
交流担任密云区副区长；2019年12月任中共门头沟区委
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

经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2020年1月9日选举：
一、范永红当选为门头沟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二、亓纪当选为门头沟区人民法院院长；
三、史雅琳、孙砚章当选为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姓名

笔划为序）。

特此公告。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月9日

亓纪，男，
汉族，1970年5
月生，安徽临泉
人，1991年7月
参加工作，1993
年 11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大学
学历，法律硕士
学位。现任门
头沟区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院
长。

该同志曾任安徽省临泉县人民法院书记员，北京
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书记员、组宣科副科长、科长、政治
处副主任、研究室主任、政治处主任、副院长，党组副书
记、副院长；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院
长、代院长。

2020年1月9日，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定：
一、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设立社会建设委员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组成人

员名单如下（9人）：
主任委员：史雅琳
副主任委员（按姓名笔划排序）：马 兰（女，回族） 温 婧（女）
委员（按姓名笔划排序）：王学沛 乔丽彬（女） 刘梦瑜（女） 李燕（女）

赵孟岐 侯金凤（女）
二、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更名为教育科技

文化卫生委员会，原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转任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

三、任命史雅琳为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制
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命李秋芳为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委员
会主任委员；任命孙砚章为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

特此公告。

门头沟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0年1月9日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选举结果公告

北京市门头沟区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六次会议公告

本报讯（记者 李倩）区十六届人大
六次会议期间,区人大代表们仔细聆听
《政府工作报告》，认真讨论，他们一致认
为，政府工作报告高瞻远瞩，内涵丰富，
客观务实，催人奋进。

代表们围绕医疗、教育、环境卫生、
乡村振兴等老百姓反映的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了热烈讨论，纷纷表示，下一步将
立足岗位，充分履职尽责，提振精气神，
主动作为，奋力拼搏，为促进全区高质量
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区人大代表贾卫东说，我们要贯彻
落实本次会议的精神，坚持以生态保护

为导向，积极推动精品民宿、精品农业的
发展，着力打造以田园综合体为特色的
生态运动休闲小镇，以实际行动积极探索

“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途径。
区人大代表孙东宇说，要用好“红色

门头沟党建”这把金钥匙，以“1179”工程
为具体抓手，以“七个红色”为实践的目
标，构筑红色初心矩阵，激活绿色发展引
擎，用“党建五线谱”做出发展的主旋律，
全面落实主题教育形成的“四个一”制度
成果，推动党员干部持之以恒守初心、担
使命，以“听党话、跟党走”的绝对忠诚，
以“讲奉献、争第一”的门头沟精神，扛起

生态建设的政治责任，以首善标准当好
“两山”理论守护人。

区人大代表魏芳说，听了《政府工作报
告》以后，让我感到特别振奋的同时，也明
确了2020年的目标任务。教育就是立德
树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要为我区培
养出更多高素质的学生，为我区环境建设
做出贡献，讲好门头沟“四个一”故事。

区人大代表李小兰表示，要紧紧抓
住本次会议精神，围绕“绿色发展、生态
富民、弘扬文化、文明首善、团结稳定”的
区域发展原则，结合本职做好各项工作，
为基层的百姓服好务。

立足岗位 奋力拼搏 为促进全区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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