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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纪要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六次会议于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在市人大培训中

心举行，应出席会议的常委会组成人员４１人，

实际出席３５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乔建军，副

主任杨治平、王金珍、张庚博、任天顺、王国平、

冯建宁，秘书长苏文龙及王栋、王渊、王启太、王

阿家、王建明、史元魁、田卫东、仝天峰、权建军、

延保全、任跟心、孙智英、刘智勇、李小拽、杨玉

果、吴晋龙、张吉平、张应钦、张春龙、武卫东、武

兰萍、段金中、贾爱芹、郭刚、董跃明、樊奋强、薛

鹏寿等２７名委员出席了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张学伟，委员马长江、毛婉英、齐安林、李

龙飞、权哲辉请假。

列席本次会议的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马

德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翟瑞卿，市人民检察

院副检察长刘俊明；市政府办公厅负责人；市人

大常委会各机构副职、办公室主任；市人大代表

刘伟、李凡、王会芳、吉金仓、乔越峰、陈华、张

丹、张俊霞、姜秀丽、尉晨等１０人。

本次会议的议程是：听取关于临汾市第四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审议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有关名单（草案）：

（１）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２）计划和预算审查

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３）议案审查委员会组

成人员名单；（４）列席人员名单；审议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稿）；听取和审议关于代表变动

情况的资格审查报告及其他。

上午８∶３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张庚

博副主任主持。会议首先通过了市四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议程。接着，依次听取了市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筹备组负责人、市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杨治平所作的关于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市四届人

大二次会议四项名单（草案）的说明；听取了市

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苏文龙所作的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稿）修改情况的说明；听取了市人大

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人事

代表工委主任权建军所作的关于代表变动情况

的资格审查报告。

第一次全体会议后，召开分组会议，审议关

于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筹备

情况的报告，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四项名单

（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关于代

表变动情况的资格审查报告等。

分组会后，举行联组会议，由任天顺副主任

主持。会议集中审议分组会议审议的事项。各

小组召集人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刘智勇、王栋、史

元魁分别代表本组就审议情况进行了汇报发

言。

联组会议后召开主任会议，研究决定提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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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事项。

之后，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由王国平副主

任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在市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稿）；表决通过

了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计划

和预算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议案审查委员会

组成人员、列席人员等四项名单（草案）；表决

通过了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资格审查报告。

最后，市人大常委会乔建军主任做了重要

讲话。

本次常委会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

于当日上午１１∶００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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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

乔 建 军

常委会组成人员、同志们：

本次常委会会议是为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做最后准备而召开的一次会议。会议听取了市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大会有关名单（草案）、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及代表变

动情况的审查报告。这段时间，大会筹备组集中时间、集中精力，全心投入、全力以赴，严格按照大

会的时间节点和有关要求，紧锣密鼓、扎实高效地积极筹备市四届二次人代会，目前，大会各项筹备

工作已全部准备就绪，明天上午各代表团将集中报到，后天上午大会将如期隆重开幕，为确保大会

顺利进行，取得圆满成功，这里，我讲几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重要意义

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是在全市上下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深入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在我市决胜全面小康、实现振兴崛起的关键时期和全市深入开展“讲政治、知敬畏、守规矩”专

项治理活动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治平副主任在大会筹备情况报告中已经把大会的指

导思想和主要任务讲得非常明确，大家一定要深刻领会、准确把握、认真落实。开好这次会议，对于

进一步激发全市人民决胜全面小康、实现振兴崛起的信心、决心和斗志，推动建设富裕文明绿色幸

福新临汾的目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对市四届人大常委会来讲，组织召开好这次会议是职责所在

和使命所系，这是对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履职以来整体工作的集中检阅，是对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的

全面检验，更是对精神风貌和作风形象的集中展示。第一次组织召开人代会，对我们来讲具有重要

的开局意义。因此，大家一定要充分认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高度重视、认真对待，不负重托、不

辱使命，虚心吸取历届常委会工作经验，继承发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在历届常委会接续打下的

良好而坚实的工作基础之上，按照总结、继承，完善、提高，推进、创新的要求，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

完成好大会各项工作任务，确保把这次会议组织好、召开好，努力开创市四届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新

局面和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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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力以赴做好大会的各项组织服务工作

大会期间，参加会议组织和服务工作的同志，一定要严格按照职责分工和任务要求，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认真做好各项工作，努力把工作做细做实，确保万无一失。各组之间要密切配合、通力协

作、整体联动、形成合力，严把时间节奏、严控程序环节、严格上下衔接、严密无缝对接，确保整个会

议有条不紊、紧张有序、忙而不乱。参与大会组织服务的所有工作人员，一定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严格遵守筹备组和大会的工作纪律要求，以负责的态度、担当的精神和过硬的作风，服从领

导，听从安排，高质量、高标准做好工作、完成任务。

三、充分发挥表率作用依法履职不辱使命

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为代表中的代表，肩负着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要不忘初心、不负重托，始终

保持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始终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和昂扬

向上的精神状态，要站在坚持、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站在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

和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高度，认真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要带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群众的

感情和对临汾这块热土的深情，尽心尽力、尽职尽责，把自身肩负的职责行使好，把会议的各项报告

审议好，努力为全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项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特别是要以

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坚决把会议安排的选举事项完成好，确保省委、市委人事安排意图圆满实现。

大家都知道，我们山西是全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的试点之一，在今年１月份召开的省十二届人大七次

会议，全票选举产生了省监察委员会主任，我省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监察委员会，这次人代会，我们也

将选举产生市监察委员会主任，会议闭幕之后，我们还要及时召开市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选举

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充分认识这次选举的特殊重要性，讲忠诚、讲担当，

讲政治、讲大局，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服从、坚决执行省委、市委决定，同心协力做好

选举工作。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言行举动，不仅代表着市人大常委会的形象，而且会对其他代表产生

一定的影响。会议期间，大家要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自觉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和大会各项纪

律要求，以良好的精神风貌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按时参加大会和分团（组）会议，认真听取审议各项

工作报告和有关文件，积极审议发言，带头提出意见建议，在方方面面发挥好模范表率作用。

我相信，在大会筹备组的精心组织下，在常委会组成人员的积极参与和引领带动下，在全体代

表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人代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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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筹备组负责人

临 汾 市 人 大 常 委 会 副 主 任
　杨治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将

于２月１９日至２４日隆重举行。这次会议是全

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会议就筹备工作进行了研究部署，筹备组

按照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协调配合、有序高效、

热情服务、厉行节约的要求，做了大量深入细致

的准备工作。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

就绪。现在，我受主任会议委托，就大会筹备工

作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关于大会指导思想

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在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在中共

临汾市委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以及省

十一次党代会、市委四届二次全会暨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

依法办事有机统一，主动作为、奋发有为，为决

胜全面小康，实现振兴崛起，建设富裕文明绿色

幸福新临汾提供强劲动力和法治保障，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二、关于大会议程和日程安排

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议程草案共安排了

八项内容：一是听取和审议临汾市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二是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汾

市２０１６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批准临汾市２０１７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三是审查和批准市人民政府关于临汾市

２０１６年全市和市本级预算执行情况与２０１７年

全市和市本级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临汾市

２０１７年市本级预算；四是听取和审议临汾市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五是听取和

审议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六是听取

和审议临汾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七是审议

《临汾市地方立法条例（草案）》；八是选举临汾

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及其他事项。

根据本次大会的议程草案，会议的日程共

安排了六天的时间，正式会期五天。２月１９日

（星期日）上午１０∶３０前各代表团集体报到，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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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召开各代表团召集人、临时党组织召集人

会议。下午２∶３０相继召开分团会议、大会预

备会议、中共党员大会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２月２０日（星期一）上午９∶００，举行第一

次全体会议，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审查计划、预

算报告。下午３∶００分团（组）会议，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

２月２１日（星期二）上午９∶００，举行第二

次全体会议，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１０∶

３０分团（组）会议，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

告、选举办法（草案）。下午３∶００分团（组）会

议，审议计划、预算报告；５∶００召开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

２月２２日（星期三）上午８∶３０，举行第三次

全体会议，听取市法检两院工作报告，表决选举

办法（草案），审议立法条例草案；１０∶３０分团

（组）会议，审议市法检两院工作报告。下午

３∶００分团（组）会议，审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

决议（草案）、市人大常委会及法检两院工作报

告；５∶００召开主席团第三次会议。

２月２３日（星期四）上午９∶００，分团（组）

会议审议《临汾市地方立法条例（草案）》。下

午３∶００分团（组）会议，审议关于常委会工作

报告及计划、预算报告的决议（草案）。晚上

７∶３０召开主席团第四次会议；８∶００分团（组）

会议，审议法检两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２月２４日（星期五）上午９∶００，分团（组）

会议审议各项决议草案，酝酿讨论候选人名单

（草案）；１１∶００召开主席团第五次会议。下午

２∶３０，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进行选举事项，新

当选人员进行宪法宣誓；４∶３０举行第五次全体

会议，表决各项决议草案和《临汾市地方立法

条例（草案）》，市委书记岳普煜同志讲话，大会

闭幕。

以上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将分别提请市

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

会议表决。

三、关于大会的各项筹备工作

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由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杨治平负责本次大会筹备工作，

筹备组副组长由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苏文龙、

市政府秘书长李建国、市委副秘书长韩振钢、市

纪委副书记樊奋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林波、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海平、市公安局副局长赵

红海担任。根据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任务及

开展工作的需要，筹备组下设材料、会风会纪、

会务、组织、财经、议案、简报、宣传、信访、保卫、

总务等１１个工作组。

目前，各工作机构已按照大会筹备组的要

求，做到了组织落实、人员落实、工作任务落实。

具体情况是：

１、大会各项工作报告、主要文件的起草已

完成。将向大会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法检两院工作报告已起草完成。

大会各项名单草案已草拟完成，并报请市委同

意，经本次会议审议，按照法定程序提请市四届

人大二次会议的预备会议和主席团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后执行。

２、关于大会的安全保卫、信访接待工作。

安全保卫组已制定了安全保卫方案及应急预

案，对会议期间的治安防范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期间，要求代表、列席人员、工作人员、记者

一律凭证件出入会场和驻地。信访组也对全市

重点信访案件及上访人员进行了筛选排查，会

议期间，还将设立专门的信访接待室，对可能发

生的群体上访案件和突发性事件及时进行处

置。

３、关于大会宣传报道工作。大会宣传报道

工作将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全面、准确、

深入地宣传大会精神，充分反映大会盛况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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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代表依法履职的过程，宣传来自基层代表的

审议发言和大会有关活动情况。本次会议期间

将对大会开幕式和闭幕式进行现场直播，要求

代表注意会场形象。

４、关于大会后勤保障工作。大会总务组对

大会的后勤保障和会议期间代表的食宿等做了

周密安排，要求驻地酒店在饮食卫生方面采取

得力措施，加强食材采购和监控检查，确保代表

和工作人员饮食安全。大会所需各种证件的设

计、印制工作已全部完成。会场主要有三个地

方，第一、二、三、五次全体会议设在市影剧院，

第四次全体会议、预备会议和党员大会设在金

都花园二楼金都大厅，主席团会议和各代表团

召集人会议设在金都花园二楼３号会议室，代

表食宿都统一安排在金都花园大饭店。

５、关于大会纪律和工作要求。为确保大会

健康有序召开，专门制定了市四届人大二次会

议纪律，强调代表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参加会议时要精力集中，不要无精

打采，严禁打电话、发短信、玩手机；严禁收送纪

念品、代金券、购物卡；严禁外出吃请、请吃，参

加娱乐活动、联谊活动，未经主席团批准严禁组

织和参加与会议无关的任何活动。大会筹备组

要将会议纪律、纪律承诺书等规定逐一发给每

位代表，确保人手一份，遵照执行。会议期间，

会风会纪组将深入各代表团对会风会纪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并对代表出席会议、参加审议及驻

地就餐等情况实行严格检查、随机通报，设置了

会风会纪举报电话。同时，大会开幕前夕，我们

还将对整个大会筹备工作进行再督促、再落实，

把筹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全面到位，努力

营造风清气正、昂扬向上的良好氛围，确保大会

顺利召开、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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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

修改情况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苏文龙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在，我就市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稿）的修改情况向会议作一说明。

２月６日，市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

对工作报告（稿）进行了初审；２月９日，市人大

常委会召开党组（扩大）会议，２月１５日，市人

大常委会召开第六次主任会议，对工作报告

（稿）提出了部分修改意见；根据各方面提出的

意见、建议，我们对报告进行了多次修改。主要

对各部分的标题进行了调整。

四个月以来主要工作的标题调整为：一、坚

持党的领导，在贯彻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服务全

市工作中站位全局。二、坚持依法履职，在强化

重点监督、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上不忘初心。

主要写了四方面的监督工作：加强计划预算执

行监督；全力推动脱贫攻坚；高度重视环境保

护；持续推进民生改善。三、坚持积极稳妥，在

启动立法工作、夯实立法基础上务实作为。主

要写了：夯实立法基础；制定立法计划；拟定立

法条例；推进严格执法。四、坚持人民至上，在

发挥代表主体作用、密切联系群众上服务保障。

主要写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强化代表履职保障

和服务；加强代表建议办理；拓展代表联系群众

渠道。五、坚持固本强基，在加强自身建设、提

升履职能力上从严从实。主要写了：扎实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突

出抓好学习培训，着力打牢工作基础；大力加强

机关建设，提升服务保障水平。

今年的主要任务部分，标题没有改动。此

外，我们还进行了文字方面的修改，使语言表述

更为准确、精练。现提请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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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四项名单（草案）的说明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杨治平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主任会议委托，现在我就市四届人大二

次会议四项名单（草案）作如下说明：

一、关于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名单（草案）的说明

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成员人数为

７７人，其中男６６人，女１１人。构成情况如下：

市委书记、副书记、常委１１人；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９人；市政协主席１人；

市人大常委会工作和办事机构负责人９人；各

代表团临时党支部书记１８人（兼３人）；各代

表团团长１８人；民主党派４人；人民团体２人；

金融、企业２人；卫生、文化、新闻３人；乡镇、村

２人；少数民族１人。大会秘书长由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杨治平担任。

二、关于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

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主任委员由市人大常委会分管代表工作的

杨治平副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市人大常委

会秘书长苏文龙，市政府秘书长李建国，大会议

案组组长、市人大农工委主任孙智英担任；委员

９人，分别由马兴民、仝天峰、权建军、刘伟、刘

智勇、李凡、杨午生、张应钦、陈占平组成。

三、关于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计划和预算

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的说明

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计划和预算审查委员

会组成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主任委员由市人大常委会分管财经工作的

张学伟副主任担任；副主任委员由市人大常委

会财经工委主任武兰萍，市审计局局长陈焕成

担任；委员１３人，分别由王子贞、王建明、牛少

白、田卫东、吉守斌、李向阳、李晓民、李殿梁、张

玉龙、陈明泽、郭刚、曹琦、董跃明组成。

四、关于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员名单

（草案）的说明

１、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十七条的规定，市四

届人大二次会议列席人员为：省十二届人大代

表，原副市级领导、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和退休

的市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府组成人员

和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以及其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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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关、事业和企业单位、人民团体、国有企业

负责人、驻临的高等院校、省驻临单位负责人、

县（市、区）人民法院院长、县（市、区）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市新闻单位及驻临记者站负责人、市

政协委员等。

２、市直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市管事业和企

业单位、市属国有骨干企业、市人民团体、省驻

临单位负责人是省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以及

市政协委员的，除特殊情况，一般不再安排单位

其他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３、县（市、区）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如

有是省、市人大代表的，不再另外安排其他人员

列席本次会议。

４、本次会议列席人员为２０个方面５５７人。

其中，市政协四届二次会议全体委员３４８人。

以上说明连同市四届人大二次会议四项名

单（草案）请一并予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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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代表变动情况的审查报告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在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市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人 事 代 表 工 委 主 任
　权建军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受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委

托，现将市四届人大代表变动情况报告如下：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

３９７名，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时，实有代表３９７

名。之后，襄汾县选举的代表原武警临汾支队

支队长张宏武调离临汾。根据代表法有关规

定，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于２０１７

年２月１７日召开会议，确认该代表资格终止。

现代表缺额１名。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现实有代表３９６名。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１１·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

３９７名，市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之后，襄汾县选举

的代表张宏武调离临汾，经临汾市人大常委会

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确认，其代表资格终止，现

代表缺额１名。临汾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现

实有代表３９６名。

现予公告。

临汾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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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
正案，第七十九条规定：地方性法规、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公布后，及时在本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及在本行政区域
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载。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
例文本为标准文本。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６日，山西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修改后的

《山西省地方立法条例》，第八十五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
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在其常务委员会公报、《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
遍发行的其他报纸上刊登，也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山西日报》和本行政区域内普遍发
行的其他报纸应当在法规通过之日起十日内刊登公布法规的公告及法规全文。较大的市
的法规和对法规作出的立法解释公布后，应当及时在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和本市普遍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在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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