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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祥，男，汉族，1966年4月生，临西人，1986
年3月入党，1988年7月参加工作，省委党校在职研究
生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党校研究生学历。

现任邢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1986.09——1988.07 河北财经学校会计专业学习
1988.07——1990.10 省轴承标准件工业公司干事
1990.10——1994.03 省纪委办公室会计、科员

（其间：1990.10-1992.12在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会计专业
大专班学习）

1994.03——1996.03 省纪委办公厅行政处副主任科员
1996.03——1999.03 省纪委办公厅行政处主任科员

（1995.08-1997.12在中央党校
函授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99.03——2001.06 省纪委办公厅行政处副处长
2001.06——2009.08 省纪委纪检监察干部培训中心主任（其间：2004.09—

2007.07在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9.08——2012.04 省监察厅行政效能监察室主任
2012.04——2015.04 省纪委副厅级纪检员、省监察厅副厅级监察专员
2015.04——2015.05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副厅级），省监察厅副厅

级监察专员
2015.05——2016.02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副厅级）
2016.02——2018.02 邢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
2018.02—— 邢台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九届省纪委委员

陈玉祥简历

李超英，男，汉族，1960年6月生，宁晋人，1983年9
月入党，1981年10月参加工作，邢台地区财贸学校会计物
价专业毕业，中专学历。

现任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邢台经济
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1979.08——1981.10 邢台地区财贸学校会计物价
专业学习

1981.10——1986.06 宁晋县计划委员会干事
1986.06——1991.10 宁晋县物价局干事
1991.10——1994.06 宁晋县唐邱乡党委副书记、经

联委主任
1994.06——1995.09 宁晋县贾家口乡乡长（1990.06—

1994.12 在省高等教育自学考
试法律专业学习）

1995.09——1995.12 宁晋县贾家口乡乡长
1995.12——1996.03 宁晋县贾家口乡党委书记
1996.03——1997.10 宁晋县侯口乡乡长（1993.06—1996.12在省高等教育自学

考试行政管理专业学习）
1997.10——1998.08 宁晋县北渔乡党委书记
1998.08——2003.04 宁晋县换马店乡党委书记
2003.04——2006.04 邢台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2002.09—2005.07在省委

党校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2006.04——2007.04 邢台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2007.04——2010.04 邢台县委常委、副县长（分工政府常务工作）
2010.04——2011.08 新河县委副书记、县长
2011.08——2013.04 新河县委书记
2013.04——2016.12 南和县委书记
2016.12——2017.05 换届待安排
2017.05——2018.01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8.01——2018.02 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

书记、管委会主任
2018.02—— 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邢台经济开发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

李超英简历

（第一号）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二月十日补选李

超英为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现予公告。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第二号）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于二○一八年二月十日选举陈

玉祥为邢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
现予公告。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
二○一八年二月十日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董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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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工作
部署，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强调，2018 年是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
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
启下的关键一年。各级人民政府要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按
照市委九届二次、三次全会决策部
署，牢牢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
化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
念，坚持走新路、有作为、创亮

点、守底线，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着力做好创新、
改革、开放、融合、转型五篇大文
章，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治污染、惠民生、防风险各
项工作，推动全市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

会议号召，全市人民要更加紧

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在中共邢台市委的坚
强领导下，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
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
邢台新局面而不懈奋斗！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邢台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8年2月10日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交的
《关于邢台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及
邢台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草案，同意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
的审查报告。会议决定，批准《关于邢
台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邢台
市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邢台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决议

（2018年2月10日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审查了市人民政府提交的《关

于邢台市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及2018年预算草案，

同意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关于邢台市2017年预

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批准邢台市2018年市本级预算。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邢台市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8年预算的决议
（2018年2月10日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魏吉平
主任所作的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会议充分肯定
市人大常委会一年来的工作，同意
报告提出的2018年工作任务，决

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大常委会要在

中共邢台市委的坚强领导下，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
真落实市委九届二次、三次全会
各项决策部署，依法行使立法
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
积极履职，奋发作为，全面加强
和改进人大工作，努力成为全面

担负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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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新时代
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新
局面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邢台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8年2月10日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白峰院
长所作的邢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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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

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中级人民法院要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九届
二次、三次全会各项决策部署，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全
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积极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维护社会秩
序；加强智慧法院建设，打造专
业化高素质过硬队伍，着力创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
境、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
务环境，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开创新时代全面建设经济强
市、美丽邢台新局面提供坚强有
力的司法保障。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8年2月10日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邢伟检察
长所作的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
告。会议充分肯定市人民检察院一年
来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8年

工作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市人民检察院要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九届二次、三

次全会各项决策部署，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忠实履行法律
监督职责，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智慧检务建设，打造专业化高素
质过硬队伍，提高司法公信力，创造

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
公正的法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创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新局
面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关于邢台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8年2月10日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邢台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公告

声 明
张雪欣、李平不慎

将儿子张兆汐的出生医
学证明正页丢失，出生
证编号：M130582286，声
明作废。

声 明
邢台市阳光职业技

术培训学校不慎将机构
信用代码证丢失，代码：
M5113050200123540T,
声明作废。

声 明
姜成永、任笑媛不

慎将儿子姜新皓的出生
医学证明正页丢失，出
生证编号：M130838404,
声明作废。

声 明
隆尧县康庄路西段

北 侧 城 市 花 园 4#- 2-
402 产权人周俊平不慎
将房产证丢失，房产证
号：隆房权证 2014 字第
01006819号，声明作废。

声 明
卢意、杨宾宾不慎

将儿子卢嘉兴的出生医
学证明丢失，出生证编
号：M131229161，声明作
废。

声 明
牛彦华不慎将邢台

市人才交流中心人事代
理合同书丢失，档案编
号：7077，声明作废。

声 明
马龙因保管不慎将

其 拥 有 的《 平 国 用
（1994）字第894号》国有
土地使用证丢失，坐落
于平乡县城昌平街西
侧，现经本人申请，声明
作废。

侯文涛将位于桥东区
顺德路东崇礼小区 8号楼 3
层 2 单元 302，-1 层 2-302
地下室的不动产登记证明
遗失，证号：邢房权证桥东
字第 313637 号，根据《不动
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现声明
该不动产登记证明作废。

特此声明
声明人：侯文涛
2018年2月11日

不动产权证书/登记
证明遗失（灭失）

声明

本报讯 （记者王露橦） 2 月 10
日，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
行第三次会议。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
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杨爱国主持会议。

会议应到51人，实到50人，符合
法定人数。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
表团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法院、市
检察院工作报告情况的汇报；表决通
过了关于邢台市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
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邢台市中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决定提交

各代表团审议；表决通过了关于邢台
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听取了大会
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酝酿候选人情况
的汇报，确定了正式候选人名单；听
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各代表团审议市
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
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
员会、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组成人员
人选情况的汇报；提出了总监票人名
单草案，表决通过了监票人名单草
案，决定提交大会表决；表决通过了
法制委员会关于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市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上接第一版）靠改革破解难题、用创
新激发活力、以担当引领实干，谋划
推动了一批影响深远的大事，办成了
一批惠及群众的实事，破解了一批制
约发展的难事，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
速呈历年来最好态势，推动邢台以崭
新姿态迈进了新时代。市人大及其常
委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依
法履职，坚持与党委同向、与政府同
力、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有力推
动了人大工作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为
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治建设作
出了新的贡献。借此机会，我代表市
委，向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向各
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人大代表，表示
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

各位代表、同志们，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邢台发展也踏上
了新征程。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
下的关键之年。开创新时代、实现新
目标，需要全市上下齐心协力、艰辛
付出，需要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全
体人大代表履职尽责、真抓实干。大
家一定要把这次大会精神宣传好学
习好，把这次大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贯彻好落实好，继续坚持“走新路、
有作为、创亮点、守底线”，不驰于空
想，不骛于虚声，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新时
代全面建设经济强市、美丽邢台的伟
大实践中大显身手、再立新功。

一、要始终强化政治引领，坚定
正确前进方向。要自觉把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狠下功夫，坚持用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
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和捍卫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全党的核心
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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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
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确保各项工
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确保党
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在邢台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二、要始终扭住第一要务，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
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
革，努力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迈出新
步伐，着力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牢
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坚定
不移去产能，不断扩大“三去一降一
补”的广度和深度，加快传统产业改造

提升步伐，积极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着力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深
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着力加强
创新平台建设，大力推进企业技术创
新，强化创新人才支撑。要坚持走新型
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子，大力
推进城市建设，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不断增强区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
调性。要切实加大改革力度，着力优化
营商环境，打造邢台改革新高地，继
续走在全省前列。

三、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不断
增进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我们要始终把人民利益
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深入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倾听群众呼声，
回应群众期盼，真正做到发展为了人
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要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切实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就业、教育、医
疗、养老等民生问题，扎实做好信访维
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食
品药品安全等重点工作，坚持一件事
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
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

有保障、更可持续。
四、要始终加强党的领导，充分

发挥人大作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
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市各级
党委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人大工
作的领导，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履职，为各级人大和人大代表
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各级人大及
其常委会要适应新时代、落实新部
署，进一步转变观念、改进作风、提升
能力，依法履行立法、监督、决定、任
免各项职能，更好服务全市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一府一委两院”要自觉接
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执行
人大的决议决定，不断提高依法行政
和公正司法水平。各级人大代表要牢
记使命，珍惜荣誉，增强本领能力，正
确行使权力，认真履行职责，不负全
市人民重托。

各位代表、同志们！时代是出卷
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让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省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持之以恒“走新路、有作
为、创亮点、守底线”，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咬定青山不放松，撸起袖子加
油干，努力向时代、向历史、向人民交
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