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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委员：
我受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委

托，向大会报告十一届三次会议以来的提案工
作情况，请予审议。

一
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以来， 省政协委

员、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积极通过提
案履行职能。一年来，共提交提案914件，经审
查，立案636件，立案率69.6%。立案提案中经
济建设类276件，政治建设类56件，文化建设
类50件，社会建设类188件，生态文明建设类
66件。截止2015年10月底，所有提案已全部
办结。 所提问题已经解决或基本解决的217
件，占34.1%；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或计划逐
步解决的342件，占53.8%；作为党委、政府及部
门工作参考的77件，占12.1%。总体来看，提案
内容丰富，重点突出，问题导向明确，针对性
强， 体现了我省政协履职能力建设的新发展。
这些提案通过承办单位的认真办理，对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围绕稳增长调结构经济新常态建言。关于
依托长江经济带促进我省进一步开放、加快智
慧城市建设、激发全省创新创业活力等方面的
提案，为我省制定《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的实施意见》、《湖南省智慧城市
建设指导意见》、《关于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工作的实施意见》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关于加
大岳阳临港新区“一区四口岸”扶持力度等方
面的提案推动了进口肉类指定口岸、综合保税
区建设、汽车整车进口口岸、启运港退税等工
作顺利开展。关于推进湖南中药材产业加快发
展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积极采纳落实，专门安
排中药材流通追溯体系建设专项资金1000万
元和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资金1000万元，制定
了《湖南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规划（2015-2020
年）》和《湖南省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认定管
理办法》，并成功举办首届“湘九味”论坛。

围绕依法治国深化改革新局面议政。关于
加快湖南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新型
农业体系的提案建议，在省政府《关于引导农
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的实施意见》中得到充分反映。关于加强建
设工程质量政府监督的提案推动了有关部门
对建设工程质量监督制度建设的研究。关于加
大工作力度坚决遏制我省吸毒贩毒高发势头
的提案，促进相关部门进一步凝聚共识、理顺
机制、强化保障、健全法制。关于自觉接受人民
政协民主监督的提案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
视，制定出台了相关意见。关于深化我省国资
国企改革方面的提案，对我省政企分开、政资
分开、国有资产资源优化配置、企业体制机制
创新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关于推进农
商行改革的提案，推动相关部门加快出台《农

村商业银行转型发展指导意见》， 完善法人治
理。

围绕文化繁荣构建公共文化服务新体系
谋策。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案
得到认真办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
实施意见》，有关部门制定了《湖南省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实施标准》。 关于加强我省传统村落保护
与利用工作的提案促进有关部门组织编纂了全
省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并积极争取中央财政
支持，成功申报中国传统村落91个，其中72个已
获得每村平均3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关于加快公
共图书馆建设，优化湖南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议受到有关部门高度重视， 安排1500万元
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古籍库房存放条件及消除安
全隐患，到位中央补助我省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
建设专项资金5008万元。

围绕改善民生创新社会治理新任务商计。
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武陵山片区精准扶贫等方
面的提案为我省制定《湖南省贫困县党政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经济社会发展实绩考核办
法》、《关于建立贫困县效率机制的实施办法》
和《湖南省产业扶贫贷款贴息资金管理暂行办
法》等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相关部门积极采纳
提案建议，把武陵山与罗霄山片区的农村高中
学校教师和特岗教师纳入片区人才津贴发放
范围。关于我省大病保险发展等提案助推我省
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铺开。关于加强洞庭湖
生态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提案加快了我省
《湖南省血吸虫病防治规划》的出台，并新增4.3
亿专项经费。关于加强我省政府购买服务等提
案，促成出台了《湖南省省本级2016年政府购
买服务指导目录》和《省级部门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基本流程（试行）》。关于把湘江古镇群作
为全省新型城镇化特色示范区来打造的提案，
推动相关部门将望城区纳入全省城镇化建设
试点以及农村危房改造和规范农村建设示范
点，推荐望城区城乡环境统筹同治项目申报全
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围绕绿色发展建设美丽湖南新目标汇智。
关于将清洁能源和电能“两个替代”上升为我
省重大能源发展战略、 大力推广混合动力汽
车，切实推进节能减排等提案，为我省制定“十
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能源发
展规划、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规划编制提供了
借鉴和参考。关于对湘江上游舂陵江流域进行
综合整治的提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和办理落实，舂陵江流域的桂阳、临武、嘉禾县
已纳入国家30个重点支持的重金属污染防治
重点区域示范统筹范围， 将连续3年获得国家
政策和项目支持，2015年国家已安排资金2.8
亿元。关于推进湘江流域跨区域环保协作的提
案取得了良好效果，对市、县政府关于湘江保
护和治理工作的绩效考核力度加大。关于加强

长株潭绿心保护与建设等提案，促进加快了绿
心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进程。

二
一年来，省政协常委会坚持突出协商民主

理念，广泛凝聚各方共识，着力创新，谋划发
展，提案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提案整体质量
有所提高，集体提案数量明显增加，督办工作
进一步加强，提案落实率有了提升。

（一）加强组织领导，共识进一步增强。省
委、省政府、省政协领导高度重视提案工作，阅
批、领办和督办重要提案已成为常态，省委、省
政府领导共阅批重要提案13件。省政协主席会
议把提案工作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
领导和组织保障，严格提案审查立案，研究重
点提案的遴选与督办工作，听取提案办理工作
情况汇报。政协专委会密切联系各民主党派省
委、省工商联、各界别，充分发挥提案在履行政
协职能中的特点和优势， 全年集体提案共143
件，占提案总数的22.5%。承办单位将提案办理
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作为推动部门工作的
重要抓手，领导机制、工作制度更加完善，办理
协商、办理效果更加强化。

（二）严格立案协商，质量进一步提升。加
大选题协商力度， 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省委、
省工商联、省政协各专委会和重点承办单位意
见，提前征集提案线索、参考选题和重点集体
提案。加大审查立案协商力度，全会期间提案
的审查立案采取“三审制”，即大会提案组成员
分组协商，提出初审意见；提案委员会征求各
方意见进行复审协商，提出复审意见；省政协
主席会议专题研究，进行把关。对未立案提案
及时与提案者沟通协商，共撤案70件、改写为
社情民意74件、合并同类提案85件（将85件提
案合并成28件）、转为来信77件。通过严格立案
审查， 有效地提升了提案质量，2015年立案率
与上一年基本持平，保持在70%左右。

（三）突出重点督办，方式进一步创新。根
据《政协湖南省委员会重点提案遴选与督办办
法》，在广泛征求各民主党派省委、省工商联、
省政协各专委会、 重点承办单位意见的基础
上，经提案委全体委员会议认真讨论，报省政
协主席会议通过，确定了37件提案作为全年提
案督办重点。分别由省委、省政府督查部门和
省政协办公厅、 提案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省
委、 省政府领导亲自领衔督办了其中部分提
案，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对22件重点提案
进行了集中督办， 形成了督办会议纪要19份，
每件重点提案的办理都做到了办前有沟通、办
中有协调，办后有督促。部分重点提案还采取
调研督办、 省市政协联合督办等多种途径，丰
富了提案办理协商形式。

（四）健全问效机制，成果进一步做实。坚
持以中办、国办制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

政协提案办理工作的意见》为依据，规范和健
全提案办理问责问效机制，将是否重视政协提
案办理工作、 是否与提案者充分沟通协商、是
否切实解决有关问题作为评价承办部门提案
办理成效的基本内容， 纳入到绩效考核体系；
将与提案者的沟通协商作为承办单位提案办
理的必经环节，明确要求各承办单位对所有民
主党派、工商联、专委会、界别提案要进行见面
协商办理；将提案督办与政协民主监督职能有
机结合，将提案督办工作作为省政协民主监督
小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通过健全和完善问责
问效机制，提案办理协商成果的转化更加务实
有效，提案办理落实率由2014年的25%提升到
34.1%。

（五）注重交流宣传，影响进一步扩大 。通
过召开全省市州政协提案工作座谈会等多种
形式， 探索新形势下提案工作的创新发展，特
别是开展提案办理协商与提案审查立案标准
的研讨。加强向全国政协的工作汇报，为住湘
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工作搞好协调服务。加强与
兄弟省市政协提案工作的学习交流和对市州
政协提案工作的指导，全年共开展与兄弟省市
政协提案工作的交流11次，对市（州）、区（县）
政协提案工作培训指导7次。 改进提案网络平
台，开辟提案交流微信号，为提案承办部门和
委员搭建交流平台。 注重提案工作的宣传报
道，采取多种形式对重点提案办理进行多层次
多侧面报道，全年共在人民政协报、湖南日报、
湘声报等主要媒体刊发提案工作报道110余
篇，在政协门户网站及文史博览微信平台发布
提案工作信息130多条。

一年来， 提案工作虽然取得了良好成效，
但也存在提案的质量和交办准确性还需提高;
提案立案审查的标准、方法还需改进;界别、集
体提案办理程序还需规范和细化；提案办理协
商工作还需完善，提案的信息公开还需加强等
问题。

三
2016年提案工作要全面学习贯彻中共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
位一体”总体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
密结合省委、省政府重大部署，把服务“十三
五”规划纲要的制定和实施作为提案工作履
行职能的主线，坚持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
念贯穿提案工作全过程， 创新提案工作方
式，完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提案在我省“十
三五”建设开篇布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
康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一）搭建共谋发展平台。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的工作方针，紧扣省委、省政府“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总愿景，围绕我省“十
三五”规划中实施“一带一部”战略、促进“三量
齐升”、推进“五化同步”的重要部署，积极发挥
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的
作用，搭建好民主协商、凝聚共识的平台，进一
步完善界别提案的办理程序和办法，通过提案
工作这一人民政协履职的重要载体，继续为我
省“十三五”规划中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建诤言，谋良策。

（二 ）丰富办理协商形式 。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
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人民政协
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 按照全国政协提
案办理协商工作座谈会精神，参照全国政协提
案办理协商办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湖南省
政协提案办理协商暂行办法，不断完善和规范
提案办理协商程序和机制。积极探索提案工作
与省政协议政性常委会、双周协商等履职方式
的优势互补和结合， 丰富提案办理协商形式，
拓展提案办理协商内容。

（三）改进立案审查方法。按照全国政协关
于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提案“立案标准”的要求，
深入开展立案审查标准的专题调研，积极开展
提案工作理论探讨和培训工作，修改完善立案
审查标准，制定提案审查立案办法，健全提案
审查立案工作机制，推动提案立案审查更加科
学规范。

（四）完善考核评价体系。进一步建立完善
提案质量评价体系，通过量化的标准和规范化
的方式遴选重点提案、评选优秀提案。进一步
完善提案办理评价体系，突出提案办理效果评
估，建立和完善提案督办工作机构，研究制定
提案办理民主评议办法、提案督办和跟踪落实
工作制度。充分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小组对提案
办理督促与检查的重要作用。定期向主席会议
报告提案办理工作情况，着眼于研究解决当前
工作重点难点， 更加注重工作的常态和持久
性。

（五）加强宣传信息工作。进一步加强政协
提案工作的宣传。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组合
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多形式、多途径搭
建好政协提案宣传平台， 拓展宣传深度与广
度，扩大政协提案工作影响，凝聚社会共识。加
强和完善提案办理系统的网络平台建设，积极
推进提案内容与办理结果同步公开。建立提案
工作微信公共平台，实现承办单位、提案者、政
协组织三方对提案办理情况、提案工作动态等
进行实时互动交流。 建立提案工作数据库，实
现提案资源共享。

各位委员，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也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提案工作大有
可为。让我们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锐意进取、尽心履职，为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十一届三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在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
赖明勇

（2016年1月24日）

贫困老区换新颜一曲好声音，唱响春天里（上接1版②）
文艺是时代的精神触角。文艺工作者要“立

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做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先倡者，触摸时代脉搏，捕捉时代
气息，感知现实、烛照未来。以“一叶落而知天下
秋”的敏感、“履霜以知坚冰必至”的预见，创作
出发时代之先声、成时代之号角的精品力作，奏
响新时代的正气歌，提振人民的精气神。

在泛娱乐化的当下 ， 我们尤其需要反映
主旋律的文艺。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曾叮嘱全省广大文艺工作者 ， 要做弘
扬主旋律的主乐手 、 坚守主阵地的生力军 、
聚集正能量的工程师 。

（三）说出老百姓心里的话，唱出老百姓心
里的歌。

说文艺要高扬主旋律， 反映时代的宏大叙
事，并不是要文艺直接唱中心演中心。主旋律不
是要空洞高调，宏大叙事不能概念化、标语口号
化。

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讲的是扶贫故
事，但并不直接唱扶贫。它唱的是习总书记千里
万里、风里雨里来到苗寨里，“摸铺盖，看米缸”，
真真切切体察民情； 总书记和老百姓坐在一条
松木板凳上，手握着手，“拉家常，细叮咛”，像邻
居串门般随意聊天。 这样的景象，毫不造作，毫
无违和感。于是很自然地，“我在你心里，你在我
心里”，“你爱我们老百姓，我们老百姓深深地爱
你”。 这样的结语，也毫不牵强，毫无生硬感。 总
书记“以百姓之心为心”，老百姓也把总书记当
作自家人。

这样的歌，描述的是日常情景，聚焦的是人
与人的心灵交融，抒发的是真实自然的情感。这
样的歌，就能唱出老百姓心灵深处的声音。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情感是最自然、最
生动、最丰富的介质，它最容易触摸到人心柔软

的地方。 文艺作品只有真正反映老百姓所思所
想、所爱所恨，才能打动人心，才会有感染力、穿
透力、传播力。 《春天的故事》为什么经久不衰？
因为它是改革开放年代人们的共同心声。《平凡
的世界》为什么年年都是畅销书，因为它叙说的
是平凡人们的奋斗与挫折，欢笑与泪水。

当前，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
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更多诉求， 对文艺作品的质
量、品位、风格有了更高要求。 但是，无论怎么
变，文艺以“情”字打底、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
原则不会变。要始终坚持对百姓的口味，合百姓
的心思。 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就是契合
了老百姓关心的 “点”， 点中了老百姓情感的
“穴”，表达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感情。

“为人民而歌”之于文艺创作，好似骨中的
钙、肉中的血，须臾不能离弃。 文艺不能在市场
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 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
上发生偏差。文艺的芳华为人民绽放，才能芳香
四溢。

文艺工作者必须关注着人民的关注， 欢乐
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树高千尺，
根在大地。文艺之树只有“根”在民间，“干”才挺
拔，“枝”才繁茂。

（四）洗尽铅华，反而能芳香四溢。
与歌曲的立意、 视角相协调，《不知该怎么

称呼你》的词曲都十分接地气，可谓铅华洗尽，
不事雕琢。歌词是大白话，娓娓道来，徐徐展开，
最后自然升华。 歌曲整个节奏就像湘西人敲起
苗鼓，跳起舞蹈，欢快激昂。 整个歌曲富有湘西
苗歌风格，令人百听不厌。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卖弄
辞藻容易，写出掏心窝子的话难；按教科书作曲

法写歌容易，谱出植根于民间的原声难。 《不知
该怎么称呼你》 的策划者和创作者精心策划选
题，深入武陵追梦，歌词几易其稿，作曲反复打
磨，后期制作时精益求精，终于成就芳香一曲。

著名词作家石顺义说 ，《不知该怎么称呼
你》很接地气，感觉很亲切。 主旋律的作品往往
容易写得“假大空”，越是这样的题材越要接近
生活，接地气，才会让老百姓喜闻乐见。

当下一些文艺创作或卖弄技艺， 或故作高
深，即使获了大奖也叫好不叫座，就是因为不接
地气，离人民太远，老百姓看不懂、看不了、不喜
欢。 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改变之道，唯在作风。 对文艺工作者来说，
要想作品不轻飘飘， 就要像秤砣一样沉入生活
的深水里；要想作品有穿透力，就要像钉子一样
钉进木头；要想作品贴皮贴肉贴心，就要像爬山
虎一样贴地皮接地气。

在这方面， 老一辈文艺家为我们树立了典
范。 著名作家周立波， 在上世纪50年代回到故
乡，建立生活和创作根据地，同人民群众始终保
持鱼水相依的亲密关系。 他扎根益阳农村长达
10年之久，创作出长篇杰作《山乡巨变》和许多
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 白诚仁， 这位人民艺术
家，数十年如一日，走遍三湘四水，进行深度采
风，从湖湘民族民间音乐汲取丰富的养料，创作
出1000多首乐曲，包括《挑担茶叶上北京》《洞庭
鱼米乡》《小背篓》 等经典之作， 被人们称赞为
“湖南民歌之父”。

与生活为伴，拜人民为师，遵循文艺的正途
大道，尊重广大受众的审美需求，文艺工作者就
能创作出既风行一时又传之久远的好作品。

（执笔：金中基 欧阳金雨 李国斌）

（上接1版①）
汝城、宜章等县也以“搬得出、稳得

住、能致富”为目标，集中力量，对易地扶
贫搬迁贫困户给予补助。

近3年，罗霄山郴州4县共易地搬迁
4218户12533人，投入帮扶资金3.6亿元。

金融服务，带动新发展
“贫困地区往往是金融‘盲区’。 ”郴

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瞿海说，搞好扶贫
开发，金融服务工作必须跟上来。 经过
争取， 郴州罗霄山片区4县成为金融扶
贫试点县。

宜章推出“政府、金融机构、优质企
业 （合作社）＋贫困户” 的金融扶贫

“3+1”模式，贫困户利用政府担保和贴
息从金融机构贷款后，投资入股优质企
业，即“贫困户贷款、带资入股”，在企业

“分红、就业”。
2013年底，在县里主导下，宜章一

家爆竹厂与岩泉镇白洋塘村李木勇等
12户贫困户结对帮扶， 每户把5万元精
准扶贫贷款投到爆竹厂，每年固定分红
5000元，还优先安排就业，李木勇夫妻
年均收入5万元。

去年，宜章有3100户办理了金融产
业扶贫贷款，放款总额1亿余元。

在其他县，也推出了“返乡农民圆
梦贷”、“生态农业贷”等金融扶贫产品，
政府给予贷款利率优惠、 贴息等政策。
至2015年底， 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贫困
户金融评级授信覆盖面达87.5%， 已为
贫困户发放小额信用贷款3.45亿元。

产业扶贫，闯出新路子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郴州针对贫

困地区产业薄弱这一“软肋”，大力培育富民
产业，闯出了一条发展新路。他们采取“龙头
企业联系贫困户、 专业合作社联结贫困户、
大户联动贫困户”的方式，主攻扶贫特色产
业，先后实施产业项目1.1万个，覆盖贫困人
口36.4万人。

郴州有条硬规定，财政扶贫资金70%以
上要用于产业发展，并把扶贫资金、农业开
发资金等捆绑起来使用，做大做强项目。

在郴州4县采访，记者了解到，他们把产
业扶贫和“一县一业”相结合，列出产业“菜
单”，由群众决定扶贫的产业项目。

汝城按照“一村一品、一片一业”要求，
因地制宜建成了东岗岭万亩茶园等10多个
大型基地，带动农民脱贫。

桂东打造全国茶叶之乡、 花卉苗木之
乡、 药材之乡等， 每年县财政安排3000万
元，扶持特色产业发展。

宜章仅2015年就投入5824万元产业扶
贫资金，建设脐橙、茶叶、油茶等15个扶贫产
业基地，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

安仁采取以奖代投等方式，构建食用菌
产业群，建设212省道沿线水果产业带，提高
贫困农民生活水平。

目前， 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共开发种
植油茶3.5万亩、 蔬菜13.1万亩、 茶叶3.8
万亩 、脐橙 1.8万亩 、药材 1.9万亩 、烤烟
8.5万亩、花卉苗木3.3万亩，带动组建各
类专业合作组织1585个，受益贫困群众达
18万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