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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 湖南代表团第五次
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 ，53家中外
媒体的近百位记者聚焦湖南团 。
外媒、央媒数量之多、所提问题之
尖锐， 湖南主官回应问题态度之
坦诚、解疑释惑之具体，令走出会
场的记者们无不由衷赞叹。

历届媒体“开放日”上，关系湖
南未来的发展战略，总是最引人关
注。“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的内涵
是什么？作为国之粮仓，湖南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如何推进？制
造业的优势怎样进一步升级？“十
八洞村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样板，
怎样防止虚假脱贫 、 数字脱贫 ？
省委书记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面
对湖南发展的重点问题， 条分缕
析、娓娓道来，讲得翔实而严谨。

痛点、难点问题，往往是记者

会上 “绷得最紧的弦 ”，含糊其辞
还是真诚回应，既体现水平，也彰
显态度。两位主官同样从容应对，
为开放日又赢得不少加分： 针对
公众对湖南政治生态的关切 ，省
委书记杜家毫态度诚恳， 既说了
成绩，又直言了问题，并指出了努
力方向；面对记者就“涟源市祖保
煤矿‘2·14’事故瞒报事件”的提问，
省长许达哲直截了当地表示，“确
实存在瞒报现象”， 同时也亮出了
“对弄虚作假零容忍”“发展决不以
牺牲安全为代价”的鲜明态度。

“你的关心在这里能得到回
应 ”。在全国两会上 ，让全省工作
接受中外媒体的监督， 既向世界
展示了一个开放、自信、包容的湖
南形象， 又借此赢得了支持和认
同，表明了湖南融入世界、互利共
赢的决心， 也诠释着湖南机遇的
时代内涵。 荩荩（下转2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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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北京3月9日电 （记者
刘文韬 贺佳 唐婷）今天上午，湖南
代表团在驻地举行第五次全体会
议，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平参加
审议。根据大会安排，今天的全体会
议向中外媒体开放。

代表团团长杜家毫， 副团长
许达哲、乌兰、韩永文、谢勇参加审
议。参加审议的还有：徐守盛、胡衡华、
李江、张剑飞、康为民、游劝荣、于来山、
赵永平等代表。 受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托，龚建明、黄伯云、卓新平到会
听取意见。韩永文主持会议。

张平代表说， 完全赞成张德江
委员长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
报告。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常委会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
的职责，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进展、
新成效。 突出特点一是坚决服从和
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
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确保党的领导
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 全过程。二
是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从政治上把
握，在大局下行动。紧抓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急需的重大立法项目加快立
法进度， 依法对重大问题作出决定，
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为
深化改革提供法治保障。 三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以安全、环境为重点
加强执法检查， 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对生命财产安全和良好生态环境的
迫切期待。 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发
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 四是坚持改
革创新。总结经验，完善立法工作机
制和方式方法，提高立法质量；深化
认识，建立执法检查工作流程，增强
监督工作有效性。创制性妥善处理
辽宁拉票贿选案， 主动释法打击
“港独”行径，对开展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试点作出决定。五是加强自身
建设。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
要位置，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夯实人大工作基础。今年，常委
会工作任务艰巨而繁重，我们要更
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开拓创新，扎实
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杜家毫代表说， 张德江委员长
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思
想深刻、客观务实、重点突出，指导
性、针对性很强。一年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人大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围绕推进“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依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职尽责，政
治站位高、破解难题能力强、立法质
量好、检查监督工作实、联系人民群
众紧，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充分彰显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巨
大优越性。同时，报告紧紧围绕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这条主线，以
及做好明年新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换
届选举工作等作出了全面部署和周密

安排，必将为本届全国人大行使职权划
上圆满句号。尤其是，报告最后响亮提
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
标”，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全体代表，进
一步坚定了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的必胜信心和决心。下
一步，湖南将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精神，更加注
重强化党的领导，提高立法质量，增强
监督实效，发挥代表作用，做好省人大
换届选举等各项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徐守盛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体现了树立和践行“四
个意识”的政治立场，彰显了民主
法治的鲜明主题，把握了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思想的时代要求，具有很
强的政治性、 思想性和指导性，是
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制度自信、体
现法治精神的好报告。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代表团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张平杜家毫许达哲等参加

向中外媒体开放

湖南日报北京3月9日电（记者
刘文韬 唐婷）今天下午，湖南代表
团在驻地分组审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

代表团团长杜家毫， 副团长
许达哲、乌兰、韩永文、谢勇参加分
组审议。参加分组审议的还有：徐守盛、
李江、张剑飞、康为民、游劝荣、黄伯云、
于来山、赵永平等代表。

着力推进重点领域立法，依法
对若干重大问题作出决定，为相关
领域改革提供法治保障，以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为重点加强执
法检查和工作监督，支持和保障人
大代表发挥主体作用……审议中，
代表们认为，常委会工作报告充分
展现了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
各项工作在以往基础上取得的新
进展、新成效。新的一年，我们将按
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部署要求，依
法行使各项职权，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乌兰代表说，全国人大常委会
报告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目标明
确。过去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依
法行使职权、认真履职尽责，充分
体现了人大的职能作用，在推进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了重要的
推动作用， 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充
分发挥了法制保障的作用，在全面
依法治国中，充分发挥了人民主体
作用，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充分发
挥了表率作用。报告科学部署了今
年的工作，政治站位高、工作理念
新、大局意识强、推进措施实。乌兰
代表还提出3点建议： 进一步提高
立法质量，充分发挥人大在立法中
的主导作用，防止立法的部门利益
倾向；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
构建起人大常委会和代表、代表与
群众之间的网络沟通平台， 探索
“互联网+代表履职+群众互动”的

模式； 进一步加大人大执法检查、
监督结果运用的力度。

立法是代表们普遍关注的话
题。瞿海代表认为，新赋予地方立
法权的市州，在立法能力、工作机
制上还存在不足，全国和省级人大
要把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作为一项
全局性的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加强
指导和培训， 建立基层联系点，提
高市州一级的地方立法质量。 廖仁
斌代表建议，要突出立法的及时性、
针对性， 对涉及国计民生的紧迫问
题，及时制定相关法律，要有先导性
和引领性， 确保解决相关问题有法
可依。龙秋华、许仲秋等代表建议，
要把有利于简政放权的相关法律法
规作为立、改、废重点，并把对政府
机关部门自上而下协同推进行政综
合体制改革作为重点监督内容。

监督权是宪法法律赋予人大
的一项重要职责，代表们围绕加大
监督力度、 增强监督实效提出建
议。阳祖耀代表建议，加强人大常
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广泛运
用法律赋予的监督形式，对法律赋
予的人大约见、询问、质询等方式
要敢于运用，并形成制度化、常态
化，以提高监督实效。伍冬兰代表
建议，进一步探索创新人大监督模
式， 提高监督的有效性和实效性，
把监督触角延伸到基层，加大对社
会和群众关注的焦点、 热点问题的
监督力度。赵丽莎代表建议，继续加
大对民生问题特别是食品安全问题
的执法检查力度，开展对网络订餐、
小摊贩、小加工作坊的专项整治，从
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问题。 肖安江代
表建议， 加大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配套政策的监督力度， 并对政府部
门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 避免造成
更多行业产能过剩和出现新的贫困
人口集群。

湖南代表团分组审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杜家毫许达哲等参加审议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冒蕞

新湖南回应新期待； 新湖南谋
求新跨越。

3月9日上午， 湖南代表团第五
次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 吸引了来
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香港凤凰卫视、 美国彭博新闻社等
53家中外媒体的近百位记者前来采
访。

11时许，代表审议发言一结束，
大家纷纷架好“长枪短炮”，踊跃举

手提问。
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赢脱贫
攻坚战……记者们在问答中寻找湖
南故事，聆听湖南声音。

查处事故瞒报、重拳正风反腐、
严防数字脱贫……面对“尖锐问
题”，杜家毫、许达哲等代表不回避、
不推诿，亮态度、话举措，真诚坦率
回应关切。

一问一答， 彰显湖南自信与开
放；一举一措，传递湖南务实与担当。

不创新、不开放，湖南
就没有出路、没有希望

来自香港凤凰卫视的记者抢到
第一个提问的机会，她向杜家毫代表
发问：“湖南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是基于什么考虑？如何保证战略顺
利实施？”

“不创新、不开放，湖南就没有出
路、没有希望。”杜家毫说，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既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

也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一
带一部”区域定位的具体举措。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的湖南既有创新的传统、
开放的胸襟， 也有丰富的创新资源和
良好的开放条件。立足省情实际，我们
将视创新和开放为车之两轮、 鸟之两
翼， 与互联网时代的发展新特点新趋
势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引进来”和“走
出去”同步推进，以更加广阔的视野、
更加开放的胸襟、 更加优质的服务和
环境，推进全面创新、深度开放，实现
更好更快发展。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孙敏坚

3月9日上午， 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并向中外
媒体开放。

53家中外媒体的近百位记者
聚焦湖南代表团，就“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安全生产、湖南制造、反
腐倡廉等问题提问。 代表们的精
彩回答， 让中外记者们领略了一
个蓬勃发展的新湖南。

中外媒体记者眼中的湖南什
么样？ 湖南最吸引他们的地方在
哪里？媒体开放日结束后，湖南日
报记者采访了部分中外记者。

凤凰卫视记者： 湖南
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现在请记者们开始提问。”
主持人的话音刚落， 香港凤凰卫
视记者雷宇第一个举起手来，拔
得头筹。

雷宇的问题是关于湖南在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上确定的“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提出
这一发展战略是基于什么考虑？
未来将怎样确保这一战略得以顺
利实施？这些都是她提问的重点。

“我在几年前去过一次湖南，

这也是我第一次参加湖南代表团
的媒体开放日。”雷宇说，虽然自
己与湖南的交集不多， 但凤凰卫
视历来非常关注湖南的发展与崛
起， 尤其是湖南文化产业发展势
头强劲， 深深吸引着同行关注的
目光。

高铁枢纽、 磁浮快线……在
雷宇的印象中， 湖南虽然是个内
陆省份， 但给外界传递的形象非
常“国际范”。她认为，在国家实施
中部崛起战略的大背景下， 湖南
可以更好地发挥连接东西、 贯通
南北的地缘优势， 按照“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发展战略，积极融
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沿
海开放经济带发展， 以开放的姿
态深度“拥抱”世界。

“我很看好湖南未来的发
展。”采访结束，雷宇说。

意大利记者：看到更加
开放和自信的“湖南面孔”

媒体开放日上， 凭借一头亮
眼的红发， 意大利24小时太阳报
首席驻京记者丽塔·法蒂古索顺
利“抢”到一个提问机会。

“首次提问就有这样的好运
气，感谢我的红头发！”丽塔兴奋
地对记者说。

荩荩（下转2版③）

一问一答，彰显湖南自信与开放
———百名中外记者聚焦湖南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新湖南，国际范
———中外媒体记者眼中的新湖南

金雨看两会
开放的湖南

牵动世界的目光

3月9日上午， 湖南代表团举行第五次全体会议， 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并向中外媒体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3月9日，记者们“长枪短炮”聚焦湖南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各大媒体的记者踊跃举手提问。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