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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邵革军出席并讲话 邓正权当选市人民政府市长

刘云主持会议 刘德福冯发贵等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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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管严治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社论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 杨小东/文

刘昌松/图）2 月 28 日，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在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国际会展中心闭幕。

大会应到代表 380 人，实到代表 349 人，符

合法定人数。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本次全体

会议执行主席邵革军、刘云、刘德福、冯发贵、

周鸿、贺武、昝中国、李孝富、施瑞昶、成斌在

主席台前排就座。

邓正权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选举邓正权为遂宁市人民政府市长；

选举谭晓政为遂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选举张

向福为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秘书长；选举朱俊华、刘红军、李洁、吴新

春、邱晓华、雷奉军为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会议表决通过了市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

成员人选名单；表决通过了关于遂宁市人民政

府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遂宁市 2018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9 年计划

的决议、关于遂宁市 2018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

况和 2019 年财政预算的决议、关于遂宁市人

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遂宁市中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遂宁市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随后，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邓正权、谭

晓政以及新当选的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委员

和表决通过的市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委员走上宣誓台，面向全体

人大代表庄严宣誓。

邵革军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过去的

一年，是遂宁站在新起点、谋划新跨越、再创

新佳绩的重要一年。一年来，市委、市政府坚

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

干、重整行装再出发，办好了高质量发展、改

革创新、依法治市、党的建设等一系列事关全

局的大事，办妥了脱贫攻坚、污染防治、安全

稳定等一系列关乎民生的实事，办成了 2018

绿色经济遂宁会议、绿色发展科技创新大会等

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喜事，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质

效持续向好、环境持续优化、民生持续改善、

活力持续增强。一年来，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

各位代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为，在

产业发展、项目推进、脱贫攻坚等方面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推动市委重大决策部署

落地落实、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康较快发

展贡献了“人大力量”。

邵革军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全市上下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锐

意进取、埋头苦干，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

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奋

力推动富民强市再上新台阶。要始终把牢政治

方向，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理论武装，增

强大局意识，确保中央、省委和市委决策部署落

地见效。要始终扭住第一要务，加快产业转型

升级，推动区域协调共进，加强对外互联互通，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切实增进民

生福祉，统筹做好各领域民生工作，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织密民生福祉保

障网，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坚决防控重大风险，常态化

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加大市场监督管

理力度，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全

面加强党的建设，坚定不移强化党的政治建设，

持续用力建强干部队伍，矢志不渝强力正风反

腐，扎实提高党的建设质量。

邵革军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

根本政治制度，人大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

要组成部分。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加强和改进

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坚持把人大工作纳入党委

工作总体布局和重要议事日程，全力支持各级

人大和人大代表依法履职尽责。各级党委要

毫不动摇地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切实加强

对人大工作的领导，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

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使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成为全面担负宪法法律赋予的各

项职责的工作机关，成为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

联系的代表机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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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决定，认真办理人大代表议案建议，主动

为代表履职创造条件。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要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提升

能力水平，切实优化作风，始终保持创业激

情、为民深情，依法用权、干净干事。各级人

大代表要带头宣传好本次大会精神，带头落实

好大会确定的各项任务，带头在本职岗位上建

功立业，广泛团结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共同

创造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

邓正权在会上作表态发言。他说，各位代

表选举我担任遂宁市人民政府市长，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我将倍加珍惜组织和人民的

重托、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感恩奋

进、务实重行，为遂宁事业发展和人民幸福生

活，贡献全部力量。坚持把牢正确方向，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贯彻

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决策部署，

确保各项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坚持专注

第一要务，始终紧扣“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

强市”定位，深入实施富民强市“一二三四五”

总体战略，努力作出经得起实践检验、经得起

人民检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恪守

为民宗旨，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

目标，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全力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努

力让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坚持严守

纪律规矩，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接受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法律监督和工作监督、政协

的民主监督，主动接受社会舆论监督，严格遵

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真正让清正清廉清明成

为政府的鲜明底色。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胜利闭幕。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大会主席团成员、

不是主席团成员的现任市级领导及部分市老

领导，遂宁军分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

检察院领导同志，驻遂厅级单位、“遂宁舰”主

要负责同志。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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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依法选举：

邓正权为遂宁市人民政府市长。

现予公告。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主席团

2019年 2月 28日

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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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依法选举：

谭晓政为遂宁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主席团

2019年 2月 28日

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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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

定，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依法选举：

张向福为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朱俊华 刘红军 李 洁（女） 吴新春（女）

邱晓华 雷奉军（按姓氏笔画排列）为遂宁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现予公告。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主席团

2019年 2月 28日

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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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依法表决通过遂宁市第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名单：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 洁（女）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城乡建设

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

主任委员 邱晓华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宗教

外事侨务旅游委员会

主任委员 张先国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监察和司

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 雷奉军

副主任委员 张 华（女）

委 员 邓 刚 皮知明 伍宏伟 杨 丁

何广川 张 玲（女） 陈明春（女）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

委员会

主任委员 吴新春（女）

委 员 宁云峰 任 静（女）杨静雯（女）

吴丽君（女） 姜 伍 黄 东 梁婉秋（女）

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
议主席团

2019年 2月 28日

遂宁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告
（第 13 号）

邓正权，男，汉族，1966 年 8 月生，重庆人，

研究生，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1993 年 6 月加

入中国共产党，现任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1985.09-1989.07 四川大学国民经济管理

专业学习

1989.07-1990.12 四川省计经委计划综合

处干部（其间：1989.10-1990.10 长江起重机厂

企管办锻炼）

1990.12-1993.05 四川省计经委计划综合

处科员

1993.05-1997.07 四川省计委综合处副主

任科员

1997.07-2000.08 四川省计委国土处主任

科员（其间：1998.09-1999.01 四川省级机关党

校第 15 期中青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0.08-2004.10 四川省实施西部大开发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综 合 处 副 处 长（其 间 ：

2001.09-2003.07 四川省工商管理学院工商管

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2004.10-2009.06 四川省实施西部大开发

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处处长

2009.06-2011.03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办公室主任

2011.03-2011.10 四川省以工代赈办主任、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2011.10-2012.08 四川省以工代赈办主任、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

2012.08-2015.06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2015.06-2016.09 四川省眉山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

2016.09-2018.12 四川省宜宾市委副书记

2018.12-2019.02 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

代理市长

2019.02- 四川省遂宁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9 年 2 月 28 日在遂宁市第七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当选为遂宁市人民政府

市长。

邓正权同志简历

一年之计在于春，逐梦之旅再起航！经过全体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共同努力，遂宁市第七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和政协遂宁市第七届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我们对会

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这是一次聚人心、集智慧、谋发展的大会。会议

期间，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人大代表和全市各民主

党派团体、各族各界的政协委员们，带着最广泛的民

意，怀揣推动遂宁高质量发展的“金点子”汇聚一堂，

以饱满的热情、高度的责任感参政议政，积极履职尽

责，为推动富民强市积极建言献策。会议的胜利召

开，对于把市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

意志和实际行动，推动我市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顺利开展，对于进一步激励全市干部群众提振士气、

奋进开拓，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绿色经济强市、推

动富民强市再上新台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去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四川视察指

导，为我们做好新时期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紧转02版）

奋进新时代 追逐新梦想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颜朝辉）2 月 28 日，

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邵革军、刘云、刘德福、

冯发贵、周鸿、贺武、昝中国、李孝富、施瑞昶、

成斌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代表团酝酿市长、市监委主

任、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委员候选人的情况

报告，决定将正式候选人名单印发各代表团

并提请大会全体会议选举；听取了代表团酝

酿市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成员人选的情况报

告，决定将正式人选名单印发各代表团并提

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听取了代表对市人大

常委会、市法院、市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情况

的报告，讨论了报告决议草案，决定将这三个

报告决议草案印发各代表团审议并提请大会

全体会议表决；表决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

人、总计票人名单，决定将这三个名单印发各

代表团审议并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

通过了计票员名单；听取了大会秘书长贺武

作的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决定印发全

体代表。

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主席团第四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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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法用法
让公平正义普惠人民

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