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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飞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
我担任新一届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昨
日下午，新当选的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主任余红艺在接受媒体专访时
郑重表示，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
下，同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一道，
紧紧依靠广大代表，传承发扬历届
人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忠实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勇于担
当、勤勉尽责，为宁波建设“名城
名都”、跻身全国大城市第一方队
而竭尽全力。

余红艺说，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确立了加快建设国际港口名城、努
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的奋斗目标，
为宁波今后五年的发展描绘了宏伟
蓝图。努力将这幅美好蓝图变为生
动现实，是新一届人大的使命所
在、责任担当。我们要牢记习总书

记提出的“秉持浙江精神，干在实
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新要
求，着力做到三个“坚持”。

“一要坚持党的领导。始终把
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全过程、各
方面，善于通过法定程序和形式，
及时把市委重大决策部署上升为地
方国家意志，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广
泛共识和自觉行动，确保人大工作
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向发力、同
频共振。 【下转A4版④】

聚力建设“名城名都”
奋力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访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余红艺

本报讯 （记者陈飞） 昨日下
午，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
三次全体大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
式，选举产生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
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
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昨日大会的执行主席是：唐一
军、陈奕君、陈志国、费伟华、顾
国芳、邬志刚、杨慧芳、周涛、诸
晓蓓、孙百南、徐真民、金红旗、
朱宝定、王乐年、俞进、杨小朵、
伊敏芳、董学东、崔平。

省委组织部联合省人大机关、
省政协机关、省纪委机关派出的由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代表与选举任
免工作委员会主任臧平任组长的换
届选举督导组，到会督导。

下午1时30分，大会主持人陈
奕君宣布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三次全体会议开始。本次会议应到
代表 487 人，实到 475 人，符合法
定人数。

会议首先以举手表决的方式通
过了总监票人名单。接着，会议采

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
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
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代表们认真写票后，依次来
到本座区投票箱前，庄严地投下了
神圣的选票。投票结束后，各座区
的监票人当众开启票箱，清点票
数。陈奕君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
告，共发出 7 种选票各 475 张，收
回 7 种选票各 475 张，符合法律规
定，本次选举有效。

根据计票结果，陈奕君宣布：
余红艺当选为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
主任；裘东耀当选为市人民政府市
长；翁鲁敏、王建康、胡谟敦、王
建社、俞雷当选为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宋越舜、陈仲朝、李
关定、卞吉安、褚银良、许亚南当
选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陈章永当
选为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周招社当
选为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戎雪海
当选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根据
地方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这次选
出的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根据我市宪法宣誓办法的有关

规定，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市监

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
长，分别在大会主会场进行了宪法
宣誓，大会全体执行主席监誓。

【下转A4版①】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人大代表庄严投票

宁波市国家机构新一届领导人选出
余红艺当选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 裘东耀当选市长
翁鲁敏、王建康、胡谟敦、王建社、俞雷当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宋越舜、陈仲朝、李关定、卞吉安、褚银良、许亚南当选副市长

陈章永当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周招社当选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戎雪海当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千年大计 国家大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建设纪实

人大代表投下庄严一票。 （徐能 严龙 摄）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昨日上
午，全市信访工作座谈会召开。省
委常委、市委书记唐一军在会上强
调，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信访工作重要
批示精神和全国、全省信访工作会
议精神，以“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创造和谐稳定环境”为主轴，切
实增强岗哨意识，全面落实信访责
任，把信访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有
效，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和
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召开。

市领导裘东耀、胡军、宋越舜、毛
宏芳、施惠芳、王建康等出席会议。

唐一军在充分肯定去年信访工
作成绩后指出，今年是大事多、喜

事多的一个年份，为国家大事、喜
事顺利举办特别是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保驾护航，为“名城名都”建
设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我
们必须肩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各
级各部门要把信访工作放到改革发
展稳定的全局中去谋划、去推进、
去落实，真正把信访责任落实到
位，把矛盾纠纷化解到位，确保一
方平安、一域平安。

唐一军强调，做好今年信访工
作，务必把握好四方面要求。一要
强化岗哨意识，各级干部要自觉站
好岗、放好哨，切实做到守土有
责、守土尽责。抓信访工作，最根
本的是心中要有责任、肩上要有担

当。要压实抓信访工作的属地责
任、部门责任、督导责任，构建起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
必追究”的责任体系，为党站好
岗、放好哨、尽好责、出好力、守
好土。二要强化问题导向，切实做
到精准化解、有效化解。紧紧围绕

“事要解决”这个信访工作的核心
问题，因时因情因地落实对策措
施，扎实做好初信初访化解工作、
信访积案化解工作和源头预防工
作，着力提高信访工作的效率和水
平。三要强化法治理念，切实做到
依法处访、依法治访。善于运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开展信访工
作，保持推进信访法治化的定力，

依法解决信访问题，依法规范信访
秩序，依法坚决处置违法违规信访
行为，使法律这一全社会的最大规
矩在信访领域得到全面落实。四要
强化改革创新，切实做到谋在新
处、抓在实处。主动适应新形势新
情况，大力推进信访工作的理念、
方式和机制创新，积极创新基层治
理平台运行机制、基层组织作用发
挥机制、信访干部队伍建设机制以
及信访工作流程，使信访工作与形
势变化相适应、与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

会上，市委、市政府与 10 个
区县 （市） 签订了 2017 年度信访
工作目标管理责任书。

唐一军在全市信访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切实增强岗哨意识 全面落实信访责任
裘东耀等出席

本报记者 易鹤

“衷心感谢大家选举我担任宁
波市人民政府市长，我深知，这些
选票饱含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望，
是激励，更是鞭策。”13 日下午，
在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
体会议上，裘东耀当选为宁波市人
民政府市长。裘东耀表示，绝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忠于职
守、夙夜在公，撸起袖子加油干，

扑下身子抓落实，奋力开创宁波改
革发展新局面，努力把“名城名
都”蓝图变成现实。

裘东耀表示，宁波“书藏古
今，港通天下”，是一方创新创
业、成就梦想的热土。“从踏上四
明大地的那一刻起，我就从心底里
把自己当成一个宁波人、让自己成
为宁波的一分子。为宁波人民的福
祉而奉献，为宁波城市的美好而奋
斗，已成为我不竭的动力和不懈的

追求！”裘东耀言辞恳切。
“我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与中央和省、市委保持高度一
致，切实强化‘四个自信’和‘四个意
识’，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自觉履
行党风廉政建设‘一岗双责’，在坚
持为民执政、依法行政、高效施
政、实干勤政、从严治政等方面，
带好头、树好榜样。在市委的坚强
领导下，在市人大和市政协的监督
支持下， 【下转A4版③】

不辱使命 苦干实干促发展
不负重托 殚精竭虑惠民生
——访新当选的市长裘东耀

本报讯 （记者陈飞） 昨日上
午，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第
五次会议在市行政会议中心举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胡谟敦主持
会议。出席会议的主席团常务主席
还有唐一军、裘东耀、余红艺、翁鲁
敏、王建康、王建社和俞雷。省委换
届选举督导组到会督导。

会议听取代表酝酿市十五届

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
长、副市长，市监察委员会主
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名单草案
情况汇报，通过正式候选人名
单；听取代表酝酿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秘书长和委员候选人名单
草案情况汇报，通过正式候选人
名单； 【下转A4版②】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通过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等正式候选人名单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余红艺 （女）
市长 裘东耀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翁鲁敏 （女） 王建康 胡谟敦 王建社 俞 雷
副市长
宋越舜 陈仲朝 李关定 卞吉安 褚银良 许亚南 （女）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陈章永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周招社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戎雪海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依法选举戎雪海为
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浙江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市长、副市长，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当选名单

本报讯 （浙 江 日 报 记 者余
勤 谢晔 李雅南）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源潮 13
日在宁波出席中国科协创新驱动
助力工程总结交流会。他指出，
各级科协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指示精神，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助力工程，更好地组织动员
科技工作者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
国梦建功立业，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召开！

中国科协 2014年启动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组织动员学会和广
大科技工作者为地方及企业转型
升级提供科技支持，目前已在 10
个省区和 30 个地市设立创新驱
动助力工程示范区，组织 1 万多
名科技专家与地方和企业对接合
作。

李源潮指出，科技工作者是
创新的主力，组织科技工作者为

产业转型升级创新争先是科协的
优势。希望各级科协组织动员科
技工作者紧扣产业转型升级难点
问题，帮助地方和企业开展技术
攻关，增添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
里”上发挥独特作用，推动科技
工作者把创新成果变成实实在在
的产业活动；服务科技工作者创
新创业，帮助解决后顾之忧，释
放科技人才第一动力作用；推进
科协组织和工作改革创新，大力
表彰科技创业先进典型，拓展社
会化服务职能，更好为科技工作
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大局服
务。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
主席万钢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
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尚勇，省领导袁家
军、唐一军、成岳冲出席会议。
省科协负责人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李源潮希望科协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

推进转型升级
实现创新价值
万钢尚勇袁家军出席中国科协
创新驱动助力工程总结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