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微微，女，汉族，1958年3月出生，湖南宁
乡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1975年7月
参加工作，1976年7月入党。 现任省政协主席，
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协党组书记。

主要经历：1975年7月至1978年3月 ，株
洲县下乡知青；1978年3月至1981年12月，湖
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习，获文
学学士学位；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株洲
市第二中学教师；1983年7月至1985年12月，
株洲市团委副书记 ；1985年12月至1990年
12月，株洲市团委书记；1990年12月至1993
年7月，团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1993年7月
至1995年6月， 团省委副书记、 党组副书记；
1995年6月至1997年12月，怀化地委委员、行
署副专员(其间：1992年9月至1996年10月，
湖南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

学硕士学位)；1997年12月至2000年4月，省
招商合作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2000年4月
至2003年4月， 省贸促会会长、 党组副书记
(其间：2000年3月至2001年1月，中央党校一
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3年4月至
2006年11月 ， 省贸促会会长 、 党组书记 ；
2006年11月至2015年8月 ，省委常委 、统战
部部长 (其间 ：2003年9月至2006年12月 ，
湖南大学国际贸易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
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5年8月至2016年
1月 ， 省委常委 、 政法委书记 ；2016年1月 ，
省委常委 、 政法委书记 ， 省政协党组书记 ；
2016年1月28日 ，省政协主席 ，省委常委 、
政法委书记 ，省政协党组书记 。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
届省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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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
长沙胜利闭幕。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
书记、省长杜家毫，省政协主席、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李微微，武吉海、孙建国、 刘晓、
王晓琴、杨维刚、张大方、欧阳斌、赖明勇、葛洪
元、袁新华。

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
副主任胡彪， 省党政军领导和老同志孙金龙、
熊清泉、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郭开朗、许又
声、陈向群、易炼红、张文雄、傅奎、黄跃进、黄
兰香、于来山、何报翔、李友志、黄关春、张剑
飞、戴道晋、蔡振红、谭仲池、姜英宇、文选德、
许云昭、卓康宁、杨汇泉、阳忠恕、范多富、游碧
竹、蔡自兴、李贻衡、石玉珍、王汀明、龙国键。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游劝荣,武警湖南总队政委贾龙武，国防科
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民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由李微微、张大方、欧阳斌、葛洪
元主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政协湖南省
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于十一届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通过了政协湖南省
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政治决议。

李微微在讲话中指出，会议期间，委员们
认真审议各项报告，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围绕我省改革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和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积
极建言献策， 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建议。委
员们一致认为，2015年，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
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团结带领全
省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在
湖南的生动实践，上下一心，攻坚克难，努力推
动我省经济稳中有进、政治风清气正、社会和

谐稳定，实现了“十二五”的圆满收官，朝着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李微微向因工作或年龄的原因不再担任
省政协主席的陈求发同志，不再担任省政协副
主席的武吉海、袁隆平、王晓琴同志致以崇高
敬意，向为我省政协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重要贡献的历任省政协领导及广大政协委员
表示衷心感谢。她表示，一定继承和发扬政协
优良传统，在历届省政协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
上，尽心尽力做好工作，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

辜负组织的信任和人民的重托。
李微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
展全局出发，围绕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
防，作出了系列重大部署，对发展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 加强政协协商民主建设作出制度安排，这
些都是我们做好政协工作的基本遵循。中共湖南
省委按照中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要求，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发展大
势和湖南发展阶段性特征，对我省“十三五”时期

的发展作出总体部署， 提出了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美好愿景， 这些决策部署是我们认
识、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是全
面建成小康湖南的必由之路。

李微微强调， 做好新形势下我省政协工
作，必须贯彻中央要求，按照省委部署，在全
省工作大局中主动找准位置、发挥优势，以履
职新成效彰显政协新作为。 要始终坚守对党
的事业的忠诚， 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充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
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不断增进全社会的政
治共识、思想共识，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决策部署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始终
突出为改革发展汇智建言，以新理念、新视角，
研究新问题，提出新对策，为破解发展难题建
真言、献良策，努力让更多委员在履职中施展
才华、贡献智慧，发挥好主体作用，努力通过政
协平台凝聚社会各界的智慧，集中人民群众的
力量，形成推动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
强大合力。 要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
情，广大政协委员要牢记为民代言、为民建言
的责任和使命，深入基层、深入界别，倾听群众
心声，了解社情民意，为改善民生提出有见地、
有分量的意见建议；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省委
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把全省贫困群众的冷暖
时刻放在心上，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
斗。 要始终恪守推进政协事业发展的责任，站
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局高度，加深对人
民政协的规律性认识，把改革创新作为推动政
协工作的持续动力，进一步增强制度的系统性
协调性，提高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探索履职
新平台新载体，不断推进政协事业在继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发展。

李微微强调，做好政协工作，离不开全
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政协工作者的共同努
力。要不断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建设，做发扬
民主、团结合作、联系群众的模范；不断加强
机关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提升服务水平；不
断加强委员队伍建设，增强履职能力，做到
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始终保持积极作为
的精神状态。

“集众智可献良策，聚群力必兴伟业。”李微
微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中共中央周围，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同心同德，锐意进取，奋力谱写政协事业新篇
章， 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新胜利、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以履职新成效彰显政协新作为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胜利闭幕

1月28日，
省政协十一届
四次会议胜利
闭幕。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唐婷）今天晚
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组长汪洋在湘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
省贯彻落实意见。

省领导杜家毫、孙金龙、李微微、郭开朗、
许又声、陈向群、易炼红、张文雄、傅奎、黄跃
进、黄兰香、何报翔、戴道晋参加会议。

1月18日至20日，汪洋副总理在我省宣讲
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精神，来到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和泸溪县，深入少数民族贫
困村寨， 看望慰问贫困群众和基层扶贫干部，
就脱贫攻坚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充分肯定我
省扶贫工作力度大、措施实、成效好，为全国扶
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会议指出，汪洋副总理来湘考察时的一系列重

要讲话，深入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扶贫开发
重要战略思想，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都很强。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抓紧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从战略全
局高度来提高认识，切实强化政治担当。要深
刻认识到，脱贫攻坚既是重大政治任务、也是
重要政治责任， 是必须坚决打赢的攻坚战；扶
贫开发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必须滴水
穿石、坚持不懈、久久为功。我省脱贫攻坚任务
重，必须把脱贫攻坚作为“十三五”期间头等大
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把脱贫攻坚放在统揽
全局的位置来抓，不负使命重托。

会议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难在精准、贵
在精准、突破口也在精准。要进一步转变观念，
紧紧扭住“两不愁、三保障”首要目标，在发展
生产、易地搬迁、生态补偿、扶贫资金管理、工
作队员选派、促进贫困群众参与等方面，精准

精准再精准，落实落实再落实。要充分发挥我
们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激发贫困地
区干部群众的内生发展动力。

会议强调，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从现在做起、从
一件一件的具体事抓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和落
实。脱贫攻坚涉及千家万户，贫困情况千差万别、千
变万化，一定要千方百计想办法、出实招，对照“确
保完成脱贫年度目标， 确保重点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确保重要制度得到完善，确保精准扶贫得到强
化”的要求，倒排工期、压实责任，集中资源力量，努
力实现脱贫攻坚“开门红”。

会议强调， 要着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深
入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加强支部班子建设，建
设一支高素质农村党组织带头人，选准一条精
准的脱贫致富路子，为推动扶贫开发提供组织
保证。要挖掘先进典型，加强宣传引导，以先富
带后富。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
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在湖南省人
民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760人，实到695人，
符合法定人数。

第二次全体会议由韩永文、吴菊、何训、
邹学明、宋甲武、张炬、陈三新、陈文浩、陈庆
强、易春阳、易鹏飞、罗述勇、胡伯俊、胡忠
雄、赵丽莎、赵罗海、钟实、钟本强、钟群英担
任执行主席，韩永文主持。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上
午， 十一届省政协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议。省
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孙建国、刘晓、王晓琴、杨

维刚、张大方、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出席。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省委常委、省委组织

部部长郭开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率省直有
关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各组协商讨论情况
汇报。 （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
了中信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一行。

杜家毫说，中信集团伴随着改革开放第
一缕春风成长壮大，综合实力雄厚，在国际

上享有盛誉，也为国家改革开放作出了重要
贡献。对于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农业
是永不衰落的朝阳产业；对于传统农业大省
湖南而言， 发展现代农业的空间和潜力巨
大。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选举大
会。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政协党组
书记李微微，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孙建国、
刘晓、王晓琴、杨维刚、张大方、欧阳斌、赖明
勇、葛洪元和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姜英宇，武警湖南总
队政委贾龙武，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政
委刘学民出席会议。

会议由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主持。出
席本次大会的委员应到750名，实到692名，
符合法定程序。 （下转2版④）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张斌）“感
谢大家在岗位的坚守和辛勤的付出，你们辛
苦了。”今天下午5时许，省政协主席、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微微来到省两会安保
工作指挥部，看望慰问奋战在省两会安保工
作一线的工作者们。副省长黄关春、省政协
副主席袁新华一同参加慰问。

在安保工作指挥部，李微微一行详细听

取了委员驻地、委员出行、会场内外的安保
工作情况。“方案非常有力， 执行非常严密，
态度还非常好，受到了委员们的高度评价。”
当得知方案在安全便捷的基础上，还尽量减
少对老百姓出行的影响，李微微对安保工作
方式方法的不断创新给予充分肯定，对安保
人员认真负责、耐心细致、无私奉献的职业
素养给予高度评价。 （下转2版⑤）

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传达贯彻汪洋副总理在湘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徐守盛杜家毫等出席
于来山作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杜家毫会见王炯

省政协召开第十六次常委会议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选举大会
同意辞免陈求发十一届省政协主席、委员职务
同意辞免武吉海、袁隆平、王晓琴省政协副主席职务
李微微当选为十一届省政协主席 袁新华当选为

十一届省政协副主席

“你们辛苦了”
李微微看望省两会安保工作人员

李微微同志简历

李微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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