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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肩负新使命 奋进新时代 决胜“两个建成”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
人民政府秦春成市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
定市人民政府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工
作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实现我市
“两个建成”目标的关键之年，做好今年的工作事关长远，
至关重要。市人民政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
年大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十一
届五次全会、全区经济工作会议和市委五届五次全会决策部
署，按照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的总目标总要求，深
入落实“三大定位”新使命和“五个扎实”新要求，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桂林国际旅游胜

地建设“一本蓝图绘到底”，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着力推动“ 1+2 ”国家战略实施，加快工业振兴和乡村
振兴步伐，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着力推进基础设施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文化建设和城乡建设，不断培育发展新
动能，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
大局稳定，为实现桂林“两个建成”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会议指出，为实现 2019 年目标任务，市人民政府要
紧紧把握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和推动国家战略实
施等重大机遇，针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发展不平
衡、不充分等问题，采取有力措施，构筑发展新优势，推
动桂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会议号召，全市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的
正确领导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桂林“两个建
成”目标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
政府提出的《关于桂林市全市与市本级 2018 年预算执行
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及 2019 年桂林市全市
与市本级预算草案，同意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桂林
市全市与市本级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批准 2019 年市本级预算。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查了桂林市人
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桂林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及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桂林市

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
议决定，批准《关于桂林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
报告》，批准 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 2019 年 1 月 14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关于

桂林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 2019 年 1 月 14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桂林市全市与市本级 2018 年预算

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的决议
（ 2019 年 1 月 14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
潘永建副主任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桂林市人大常
委会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主要任务，决定批准这个
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中央庆
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按照市委五
届五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新部署新要求新举措，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进一步提升立法质量，进一步增强监督实效，
进一步发挥代表作用，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坚定制度自
信，强化责任担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推动新时代人
大工作与时俱进，为实现桂林“两个建成”目标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桂林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 2019 年 1 月 14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陈
敏院长所作的《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会议充分
肯定市中级人民法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主要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市委、上级法院的部署要求和

本次大会决议，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全面加强审判执行工作，认
真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
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努力为桂林社会和
谐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为实现桂林“两个建
成”目标、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梦想作出新的更大贡
献，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 2019 年 1 月 14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林
鼎立检察长所作的《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议充
分肯定市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19 年工作打算，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贯彻落实市

委、自治区检察院各项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
担当、从严治检，忠实履行检察职责，强力推进各项改革
任务，顺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全力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切实维护社会稳
定和公平正义,不断提高全市检察工作和队伍建设水平，
为加快实现桂林“两个建成”目标，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贡献力量。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桂林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 2019 年 1 月 14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陈娟 周文俊） 1 月 14 日下午，市五
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潘永建、白松涛、王致、林武民、廖照
德、周春涌、韦绍艺、陈代昌、何新明、蒋育亮、石玉琳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潘永建主持。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应到代表 433 名，出席本次会议

代表 399 名，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和监票人名单，依法补选市

人大常委会委员，表决通过市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本报讯（记者陈娟 周文俊） 1 月 14 日上午，市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赵乐秦、潘永建等参加会议。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徐锋主持。
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对候选人酝酿名单和人选酝酿名单

酝酿情况的汇报，并决定提交大会选举的正式候选人名单和
人选名单；听取和表决通过了市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计
划草案的审查报告；听取和表决通过了市人大财经委员会
关于全市与市本级 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 年预算
草案的审查报告；听取和表决通过了大会秘书处关于议案
处理意见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将大会的各项决议（草案）
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依法通过欧阳莉萍(女)为桂林市第五届
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石长进(瑶
族)为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现予公告。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2019 年 1 月 14 日

本报讯（记者陈娟 周文俊） 1 月 14 日上午，市五届
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赵乐秦、潘永建等参加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德明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政府工作报告修改情况的说

明；听取了各代表团关于推选监票人情况的汇报，决定了
提交大会表决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草案）；听取了
各代表团关于大会各项决议（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
定将各项决议（草案）提交大会表决。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五次会议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依法补选石长进(瑶族)、李超、时曦、欧阳莉
萍（女）、徐熔（女）为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
2019 年 1 月 14 日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十一号）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十二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第三十条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经中共桂林市委同意，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决定：

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不再保留旅游委员
会。

设立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
会、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关于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不再保留旅游委员会

设立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社会建设委员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的决定
（ 2019 年 1 月 13 日桂林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周文俊）记者昨天从市五届人大四次会
议秘书处组织议案组获悉，本届人大会议共收到代表提出
的建议 85 件（含议案转为建议 3 件），提出建议的代表
超过 260 余人次。在收到的建议中，城建环资类 22 件、
财经类 15 件、旅游类 10 件、教育文卫 10 件、农业类
10 件、政法类 9 件、民侨类 3 件、综合类 6 件。

作为国内外知名旅游城市，桂林旅游质量一直是中外
游客和人大代表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强力推进国际旅游胜地升级发展，建设世界一流的旅游目
的地的目标，引起了许多代表的共鸣。谢永功、胡涛、阮
金宽等代表就如何提升桂林旅游质量和城市品位，提出
《关于建设四季飘香的国际旅游胜地的建议》，希望市政
府将花化、香化作为今后桂林市县绿化规划的基本原则，
列入市政建设园林规划中，在重要景区、主要交通要道、
城市公共绿地和新建园林设施率先实施，注重花卉品种的
搭配、花期错开季节，让桂林城市四季花开、四季飘香，
同时逐渐向乡镇、行政村等拓展，推动桂林全域旅游发
展。蒋泰代表则提出《关于加大智慧酒店建设力度、促进
我市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希望政府部门尽快制定酒
店发展规划，制定智慧酒店相关政策，重点围绕节能减排
和环境优化进行谋划，创新酒店经营管理模式、再造酒店
业务流程。

民生问题是代表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农村基础设
施的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潘久富代表提出《关于
加强资源县等贫困山区农村水田灌溉水利设施的建议》，
针对农村水田年久失修影响农业发展等问题，建议市政府
相关部门加大投入，加强农田灌溉水坝水渠的建设，为群
众脱贫致富创造条件。

桂林城市建设关系到市民群众每天的生活，如何进一
步完善城市建设细节，让市民出行更便捷、生活更舒适，
代表们对此非常关注。银福忠、邓克灵、周莹等代表提出
《关于将象山区长虹东路路灯纳入市政统一管理的建
议》，解决沿路路灯损坏、无部门维护以及市民群众出行
交通隐患大等问题。

食品安全事关市民群众的身心健康，李红石代表提出
《关于加强我市中小学周边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希望
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中小学周边食品安全稽查，规范食品
销售，让周边流动摊点执证经营，接受监管，确保中小学
生“舌尖上”的安全。

“本次会议代表们提出建议的数量、质量较去年都有
较好提升，议案建议基本都是反映群众呼声以及如何推动
桂林的高质量发展。”负责会议议案建议工作的市人大选
联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尽快按照程序把建议整
理提交市政府有关部门办理。

市五届人大四次会议收到代表建议 85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