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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有目共睹 未来仍需努力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景山团 那非丁

东华门团 贾春杨

刚刚过去的 2017 年，是极不平凡的
一年。党的十九大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具有全局性、战
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东城区以习
近平总书记两次视察北京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立足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
位，疏解非首都功能，治理大城市病，实
施城市精细化管理，扎实推进古都风貌
保护，全面推进街巷整治，城市面貌的
整体提升是有目共睹的。
作为一名区人大代表，我真切感受
到环境的改善和百姓生活品质的提升。
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
识到，东城区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还有

一些需要改
进的地方，比
如加强规划
统筹、前期论
证和后期配
套工作，系统
实施整治和
提升；加强宣
传和群众工
作，把好事办
好，提高群众
获得感和满意度。这正是 2018 年我和
我们景山团的代表以及选民们高度关注
和充满期待的一件大事。

政府工作报告回眸 2017，秉承坚定
大方向、承担大任务、形成大合力、共建
大东城的宗旨，六个“新”，实事求是、全
面客观，总结了区委区政府“站位高、定
位准、讲效能、惠民生、促发展”的可喜
成绩。
展望 2018，充满首都情怀，为民情
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引 ，以“ 发 展 ”为 着 力 点 ，
以“ 提 升 ”为 目 标 ，以“文化创建”带动
首善和谐之区发展，立足首都功能核心
区定位，求真务实谋未来。
“ 精治”不仅
是手段，还是一份监督；
“ 共治”是基础，
更是凝心聚力的感召；
“ 法治”作为保

障 ，也 是 依
据，依法依规
成方圆。五
个“加快”，是
行动纲要，催
人奋进。
做为一
名代表，在履
职 中 ，我 将
谨 记“ 民 有
所 呼 ，我 有
所应”的行为准则，不忘初心，情系百
姓，为政府和社会的长远发展积极建言
献策。

敢于说话 善于建言

推动政府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

前门团 孙建辉

崇外团 林曦

作为一名区人大代表，即是一种荣
誉，又是一种责任。为了履好职，我认真
学习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宪法》和有
关的其他法律法规，不仅增强了政治的
坚定性和履职的自觉性，也拓宽了知识
领域。另一方面，我积极参加区人大组
织的培训学习，了解人大基本制度理论，
掌握人大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通过
学习，增强了我的政治敏锐能力和政治
鉴别能力，提高了思想理论水平，群众意
识、法制意识、服务意识、代表意识、监督
意识得到增强，为履行代表职责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在履职中，我深切地体会到：人大代

表既要敢于为
人民群众说
话 ，又 要 善 于
为政府和社会
的长远发展建
言献策。无论
是参加人代
会、视察活动、
专 项 调 研 、小
组 活 动 ，都 是
依法履行代表
职责。要当好人大代表，必须要有高度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完成自己应尽
的代表职责。

为尽好人大代表这份责任，我要求
自己始终保持工作热情，积极发现问
题，充分调查研究。我也要求自己和选
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多听多看，真正
理解群众的想法，
表达群众的意愿。
我认为，人大代表要充分发挥专业
能力。在过去的工作中，我积极参与专
业委员会的各项工作，参加了关于城市
建设管理、养老服务、文教卫生方面的
座谈调研，并就各项事业发展提出了自
己的建议。
近 年 来 ，区 政 府 的 工 作 越 来 越 务
实，围绕着疏解整治促提升推出了多项
举措。在这个过程中，人大代表也要以

把党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

发挥好基层代表应有作用

东花市团 贾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
重要标志。可以说，让健康事业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是一件
意义非凡的大事。
作为一名人大代表，也是东城卫生
计生系统的基层医务工作者，我要把学
习十九大精神与卫生计生各项工作有机
结合起来，进一步明确工作方向，理清思
路，找准目标，把党的卫生计生惠民政策
落到实处。还要加强医德医风建设，牢
固树立“以病人为中心，以质量为核心”
的理念，提高服务质量，
提升服务水平。
作为一家公立口腔专科医院，我们

推动核心工
作为中心，宣
传政策措施，
积极争取群
众的理解和
支持，推动政
府更好地为
群众办实事。
在做好
代表履职的
同时，个人也
得到了锻炼，非常感谢选民的信任。在
以后的工作中，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
才能不辜负群众的期望。

天坛团

努力在新的
起点上，撸起
袖子加油干，
振奋精神创
新干。贯彻
落实医改政
策，提高服务
能力，扎实推
进便民措施，
加强内涵建
设和科室管
理，把医院建设得更好，发展得更好，服
务得更好，为百姓提供更优质、更安全、
更便捷的口腔医疗服务。

从荣誉到责任，从压力到投入，我
切身感受到一个基层人大代表所肩负
责任的重大。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到
一个人民代表的责任和义务；从东城区
“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到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从国家的重要政策和
法规，到北京市以及东城区的未来发展
规划，都是我作为一个新人大代表必须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的内容。
一年多的履职经历使我深深体会
到，人民代表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和
百姓坦诚沟通与交流，了解他们的所思
和所想，了解他们的困难和困惑，把民
情和民意向政府及时和准确地传递，才

白玉兴
能切实做到
“人民选我当
代表，我当代
表为人民”
。
党的十
九大已经为
中国描绘出
了壮丽的宏
伟蓝图，我有
决 心 、有 信
心，以更加饱
满的工作热情和积极奋进的工作态度，
发挥好一个人大代表应有的作用，为东
城的发展贡献力量。

加强学习 认真履职

继续深入了解群众的切身需求

将百姓关注问题作为工作重点

体育馆路团 房长海

龙潭团 杨洁

永外团 王佳

我是一名连任三届的
老代表，2004 年当选人大代
表以来，在履职中，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深入到社区
听取民声，反映民意，广泛
征求人民群众的建议。积
极开展调查研究，并结合本
职工作，积极建言献策。近
年提出的《关于北京市出租
车行业问题和建议》
《关于
加强中小学午餐质量监督
的建议》等议案，
引起社会较大反响。
十几年的人大履职工作中，我深知自身履职能力
的提升与加强学习密不可分。在不断加强对党和国家
路线方针政策学习的同时，我要带领下属企业员工认
真学深、悟透十九大精神。发挥“雷锋车队”的龙头作
用，投身到公益活动中去，更好地为社区、为社会服务。

自 2016 年担任区人大
代表至今，已经有一年多的
时间。这一年来我认真履
职，积极参加各项考察、调
研活动，加强学习，不仅提
高了对政策的解读能力，也
提高了自身的业务素质和
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
由于我的日常工作是
关乎老百姓生活的社区菜
篮子工程，会经常到社区店
与店长沟通，与居民互动。作为人大财经委委员，我提
交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东城区生活性服务业便民服务
体系的建议》，建议由政府牵头，由国企统筹，进行市场
化运营，得到了区领导及各相关委办局的大力支持和
推进。作为人大代表，今后我将继续深入了解群众的
切身需求，
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贡献微薄之力。

政府工作报告通篇体
现了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仅
突出了 2017 年东城区所做
的主要工作，更以高度关注
民生、努力改善民生为目标
来谋划 2018 年的主要工作。
作为永外街道宝华里
社区的服务站站长，广大选
民选出的基层人大代表，我
对报告中提出的宝华里拆
迁滞留区的项目重启问题
的时间尤为关注。当地居民对自身居住条件、辖区整
体环境的改造充满了极大的期盼。
2018 年，我将把百姓关注的环境、民生、养老等实
际问题作为工作重点，积极走访选民、单位，从各个方
面听民声、取民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的
奋斗目标，
使百姓获得满满的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