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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欣）1 月 19 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胜利闭幕。

大会号召，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同心协力、团结奋进，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而不懈
努力。

会议应到代表 391 人，实到代表 379
人，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执行主席王建军、张光荣、马伟、
高华、尼玛卓玛、鸟成云、吴海昆、刘同德、
贾应忠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刘宁、多杰热旦、王晓、公保扎西、
滕佳材、张西明、李杰翔、严金海、王宇燕、
于丛乐、马吉孝、曲新勇、訚柏等在主席台
就座。

张光荣主持大会并讲话。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通过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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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关于
2019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财政
预算的决议；通过了关于省人大常委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省高级人
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张光荣指出，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全体代表和与
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审议批准了省政
府工作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
其他报告，通过了各项决议，圆满完成了
各项议程。会议期间，各位代表牢记初
心使命，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展现出了高度自觉的政治担当、心系人
民的赤诚情怀、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
大会开得隆重热烈、务实高效、圆满成
功，是一次高举旗帜、奋发作为的大会，
是一次凝心聚力、共谋发展的大会，是一
次民主团结、风清气正的大会。

张光荣指出，会议的结束就是落实
的开始。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委决策部署，不负人民重托，把会议
精神落实好，把各项决议执行好，把全
体代表凝聚的共识转化为全省各族人
民的实际行动，努力向党和人民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
作为党领导下的重要政治机关，要始终
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
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为统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
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大要求，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
的各项职责，扎实做好立法、监督、决
定、任免、代表工作，持续加强自身建
设，深入开展“人大工作落实年”活动，
切实把已经出台的意见办法落地落实，
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推
动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为深入实施“五
四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实现

“十三五”全面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光荣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支撑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根
本政治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大代表是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主体，彰显制度优越性是
新时代赋予人大代表的崇高使命和光荣
任务。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
民。全省每一名人大代表都要牢固树立
并深入践行“代表是荣誉和信任，更是职

务和责任”的理念，充分发挥密切联系群
众的优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听民声、察民
情、解民忧、纾民困，积极回应人民关切，
当好人民的代言人、老百姓的贴心人，发
挥好引领示范带动作用，汇集起奋进新
时代、建设新青海的磅礴力量，不负党和
人民的重托。

张光荣强调，一年之计在于春，奋斗
逐梦正当时。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
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华民族第一个百年
梦想将要圆梦。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只争朝夕、不负韶
华，同心协力、团结奋进，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而不懈
努力。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匡湧、王黎明、
杨逢春、田锦尘、张黎、刘涛、王晓勇、
仁青安杰、杜捷、张文魁、马海瑛、王绚、
杜德志、马志伟、陈明国、蒙永山、黄朝辉、
李在元等。

穆东升、苏宁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
席台就座。

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闭幕。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本报讯（记者 乔欣）1月 19日，省
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召开工
作总结会。大会秘书长、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张光荣出席会议
并讲话。

会议总结并通报了大会秘书处
各组工作完成情况。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期间，大会秘书处全体工
作人员恪尽职守、团结协作，扎实细
致 地 完 成 了 大 会 各 项 服 务 保 障 工
作。

张光荣充分肯定了大会秘书处
各组及全体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和
取得的成绩。一是讲政治，以高度

的思想自觉引领行动自觉，为做好
各项工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是负责任，把责任分解落实到人
头，操心用心、各负其责、团结协作，
展现了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三
是抓细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注重
细节把握，更加注重跟踪落实，形成
了组织严密、推进有序、保障有力的
局面。四是重协调，各环节衔接紧
密、协调一致、高效运转，共同努力，
确 保 了 会 议 圆 满 成 功 。 五 是 守 纪
律，全体工作人员认真执行会议纪
律，继续保持零违纪，发扬了好作风，
展示了好形象。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秘书处召开总结会
本报讯（记者 张晓英）1月18日，省政协

十二届三次会议闭幕之后，大会秘书处召开
总结表彰会。会前，省政协主席多杰热旦看
望慰问了会议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省政协
副主席王晓勇出席总结表彰会并讲话。会议
宣读了省政协办公厅《关于表彰省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优秀工作人员的决定》。

王晓勇指出，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在省委和省政协党组的坚强领导下，把坚
持党的领导贯穿会议全过程、各环节，整个
会议筹备工作起步早、基础牢，会议文件材
料质量高、反响好，会议组织保障讲团结、
重协作，会议各项工作规范有序、严谨细
致、务实高效、纪律严明、风清气正，取得了

圆满成功。全体工作人员将办好这次会议
作为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一项重
要政治任务，以强烈的责任意识，紧盯目标
任务，担当实干、各司其职、履职尽责，展现
了良好素质和优良形象，各项会务组织保
障工作落实落地，实现“零差错”。

王晓勇强调，本次会议明确了今年省
政协工作目标和任务，我省人民政协事业
将迈上新征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
推动省政协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希望大
家继续保持良好的精神风貌，再鼓干劲，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更加富裕文
明和谐美丽新青海作出新贡献。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秘书处召开工作总结表彰会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青海省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0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及 2020年预算草案，同意省人民代表

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结果报告。会
议决定，批准《青海省 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 年
省级预算。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张光荣副主任
受省人大常委会委托所作的青海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
议充分肯定省人大常委会过去一年的
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 年工作安
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人大常委会要在省
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的精心指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
想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十

三 届 历 次 全 会 精 神 ，增 强“ 四 个 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紧紧围绕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
要求，紧扣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全面担负
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扎实开
展“人大工作落实年”活动，切实把制
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一步推动
人大工作创新发展，为深入实施“五四
战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陈明国院长所
作的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省高级人民法院过去一
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年工
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刘宁省长所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过去一
年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 年工作总
体要求、主要工作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全省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
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面贯彻
党的十九大，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和省委十三届历次全会精神，坚决贯彻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
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坚决打赢三大攻
坚战，做好“六稳”工作，深入实施“五四战
略”，奋力推进“一优两高”，统筹“五个示范
省”建设，强化“四种经济形态”引领，提档
升级绿色发展方式，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持续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保
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确
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
收官。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四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蒙永山检察长
所作的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检察院过去一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 2020 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青海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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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报告》及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同意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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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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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报告》，批准
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青海省2019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0年预算的决议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青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9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9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2020年1月19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青海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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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月19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9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
关于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20年1月19日青海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