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2018武汉两会

2018 年 1 月 13 日 星期六
责编 刘晓星 美编 马晶晶 校对 孙国庆

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

听取市人大常委会和“
两院”工作报告
本报讯 （记者宋磊 通讯员吕友明）
12日上午， 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举行，会
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市中
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市人民检察院工
作报告。
会议由主席团常务主席陈一新主持。
主席团常务主席刘立勇、胡立山、何艳、胡
树华、丁雨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553人， 实到512
人，符合法定人数。
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立勇
受市人大常委会委托， 向大会作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他说，2017年，在中共
武汉市委领导下， 市人大常委会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 紧紧围绕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决策部署， 依法行使职权， 扎实开展工
作，实现了新一届人大工作良好开局。 坚
持以良法促善治，立法工作迈出新步伐；
坚持突出效果导向， 监督工作取得新成

效；坚持服务发展大局，重大事项决定工
作实现新突破； 坚持党管干部与依法任
免有机统一，人事任免工作取得新进展；
坚持发挥主体作用， 代表工作展现新作
为；坚持全面提升履职能力，自身建设呈
现新风貌。 刘立勇说，新的一年，市人大
常委会工作总体要求是： 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旗帜， 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围绕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落实市委十三届
四次全会决策部署， 恪尽职守， 锐意进
取， 建设全面担负起宪法法律赋予的各
项职责的工作机关、 同人民群众保持密
切联系的代表机关， 奋力开创新时代人
大工作新局面。
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王晨作市中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报告说，2017年，全
市法院围绕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七中
全会以及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落实省
市党代会部署和市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
决议，坚持依法履职，深化司法改革，加
强队伍建设，全年受理案件201569件，结

案172845件，同比分别上升13.9%、15%。
今年，全市法院将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
以“为老百姓谋幸福、为大武汉谋复兴”
为使命担当，充分发挥审判职能，深入推
进司法改革，切实加强队伍建设，努力为
我市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孙光骏作市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报告说，2017年，市
检察院带领全市检察机关， 坚持使命在
肩、勇往直前，坚持民有所呼、必有所应，
始终与武汉发展同频共振， 各项检察工
作取得新进展。 共立案侦查职务犯罪386
人，其中贪污贿赂犯罪300人，渎职侵权
犯罪86人， 通过办案为国家挽回经济损
失7000万元；依法履行批捕起诉职责，全
力维护社会稳定， 全年共受理审查逮捕
刑事犯罪嫌疑人15464人，批准和决定逮
捕12249人；受理审查起诉22323人，提起
公诉15776人。 今年，全市检察机关将坚
定司法为民情怀，端正司法理念，创新工
作方式，提高素质能力，创造出无愧新时
代的检察新业绩。
本次大会执行主席还有：李述永、胡

亚波、朱库成、王波、方道茂、刘义红、刘健
勤、李丹芳、何正亮、金伟成、袁继刚、郭刚
艳、谌赞雄、张俊勇、苏霓斌、陈邂馨、马新
强、林锋勤。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万
勇、胡曙光、陈瑞峰、蔡杰、曹裕江、程用
文、李义龙、李有祥、胡洪春、刘英姿、李
忠、汪祥旺、龙良文、徐洪兰、谭仁杰、侯晓
华、彭富春、付明星、陈光菊、梁鸣、徐旭
东、干小明。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省
市老领导有：吴超、贾耀斌、胡绪鹍、黄克
强、潘汉生、郑永新、于建海、李传德、江中
联、吴一民。
张林、张文彤、但长春、李作清、谢宗
孝、彭浩、黎东辉、王清华、张幸平、涂山
峰、周学云、刘志辉、倪子林应邀出席大会
并在主席台就座。
部分省人大代表、 市政府组成人员、
市 直 有关 机关 团 体 和 企 事 业 单 位 负 责
人、出席政协会议的全体委员列席大会，
10位市民旁听了会议。

市十四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选出武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本报讯（记者宋磊 通讯员吕友明）12
日下午，武汉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二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
投票方式，补选武汉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组成人员5名， 选举武汉市监察委员会
主任，选举武汉市出席湖北省第十三届人
民代表大会代表125名。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大会执行主席
陈一新主持大会。 主席团常务主席刘立
勇、胡立山、何艳、胡树华、丁雨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

下午3时，陈一新宣布大会开始。本次
大会应到代表553人，实到525人，符合法
定人数。
大会表决通过监票人、 总监票人名
单，宣读正式候选人名单。
15时39分，代表们开始无记名投票。
投票结束后，主席团召开第五次会议，
听取选举结果报告。
陈一新宣布选举结果：
但长春当选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朱库成当选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秘

书长，刘毅、陈劲超、柳新当选市十四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
张曙当选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万勇等125人当选武汉市出席湖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新当选人员走上台前与代表见面。
昨日大会执行主席还有： 程用文、王
萍、左绍斌、刘成奎、刘善明、李立华、张晓
东、周少东、耿洪山、涂家顺、彭少怀、谭刚
毅、景新华、杨泽发、吴祖云、王波。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有：万

勇、胡曙光、陈瑞峰、张曙、李述永、蔡杰、
曹裕江、胡亚波、李义龙、李有祥、胡洪春、
李忠、汪祥旺、徐洪兰。
应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的老
领导有：贾耀斌、胡绪鹍、黄克强、潘汉生、
郑永新、于建海。
王晨、孙光骏、张林、张文彤、但长春、
李作清、谢宗孝、彭浩、黎东辉、陈邂馨、王
清华、张幸平、涂山峰、周学云、刘志辉应
邀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今年武汉正计划、开建一批隧道和道路

全市至少20条道路可实施潮汐车道
本报讯（记者陈晓彤）12日下午，政协
委员、中国市政工程西北设计院武汉分院
院长崔铁万，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建
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蔡新元，武汉市
公安局交管局副局长王升才做客长江日
报“两会直播间”，就网友关心的两湖隧道
建设、潮汐车道设置等问题进行解答。 王
升才透露， 2018年还将继续推广潮汐车
道，根据评估，全市有至少20条道路可实
施潮汐车道。
王升才介绍，潮汐车道是根据不同流
量、流向采取的一种交通组织方式，双向
六股道且双向车辆不均衡的路段才适合

实行。 武汉目前在中北路、珞喻路傅家坡
设置了潮汐通道，2018年将继续推广。
网友对东湖-南湖隧道表示关注。 蔡
新元表示，根据实际测算，两湖隧道将对
南湖、光谷、青山等人口密集区的交通有
极大缓解。 两湖隧道全长14.8公里，崔铁
万建议， 隧道要科学合理地设置出入口，
避免出现“到了目的地却出不去”的情况。
蔡新元介绍， 今年武汉正在计划、开
建一批隧道和道路。 在雄楚大道的书城路
堵点，今年将开建一条从雅安街到文荟街
的820米的通道。 还规划从鲁磨路建一条
隧道，下穿东湖，在三环线接入花山新城。

崔 铁 万 （右
二）、 蔡新元 （左
二）、 王升才 （左
一）在长江日报直
播间接受采访。
记者彭年 摄

“四马奔腾”的武汉有望再添“铁马”
政协委员建议：可建“山水体育圈”

本报讯 （记者王恺凝）2017年武汉成
功举办了汉马、 水马、
“
天马”（世界飞行者
大会）和赛马比赛，
“
四马奔腾”。 如果今年
“
铁马”落地武汉，将合成
“
五马”，对武汉的
美誉度形成极大提升。 如何让武汉的赛事
影响力再上一层楼？ 1月12日，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体育部副主任孔军做客长江日报
两会直播间时建议：武汉可建山水体育圈。
12日上午， 长江日报两会直播间以

“看今年武汉‘五马’奔腾！ ”为主题进行直
播访谈。 场外连线时，有市民提问“铁马”
指的是什么？ 孔军介绍，铁马指的是赛车。
赛车比赛一般是三大比赛，即：F1、速度赛
和耐力赛。
如果今年法国勒芒24小时汽车耐力
赛落户武汉， 武汉赛事的国际地位将得到
进一步提升。孔军透露，他今年的提案是武
汉可建“山水体育圈”，作为一种常态化的

机制，合理规划布局，制定合理运行方案。
如可在环东湖区域设置体育项目、 户外运
动和水上项目。 户外运动包括徒步、登山、
攀岩、定向越野等；水上项目则可利用东湖
的山水自然资源，进行帆船、赛艇等比赛。
“环东湖有很多高校，有资源优势。 ”
孔军说，要让大学生对武汉有感情，东湖
山水是最好的感情寄托。

1月13日直播预告
[第一场]
政协 武汉 市 第十 三 届委 员会
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后采
访政协委员
[第二场]
武汉 市第 十 四届 人 民代 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后
采访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