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1月22日，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在湖南省人民会堂开幕。图为大会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记
者 刘文韬）1月18日上午，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2017年
度民主生活会。会议以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维护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面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各项决策
部署为主题， 根据《党章》和
《条例》《准则》 等党内有关规
定，重点对照“6个方面”内容，
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进

行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不断增强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
的能力，努力推动形成积极向
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提高省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履职水平，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韩永文主持会议。 省纪委、
省委组织部有关同志到会
指导。

荩荩（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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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对党
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新时
代政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认真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一手抓当前、一手谋长远，为维护改革
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希望全国政法战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强化“四个意识”，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
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工作预见性、主

动性，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
加强过硬队伍建设，深化智能化建设，严格执法、公正司
法，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努力创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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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习近平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
要硬，选好配强政法机关领导班子，支持政法各单位依法
履行职责， 积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机制问题，
为做好新时代政法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荩荩（下转2版①）

习近平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任务

湖南日报1月22日讯 （记者 陈昂昂 贺佳
张斌）今天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
开幕。来自各族各界、各条战线的700多位省政
协委员齐聚长沙，同心同德谋发展，砥砺奋进新
时代。

出席开幕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有：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李微微、戴道晋、
张大方、赖明勇、胡旭晟、彭国甫、贺安杰、张健、
易鹏飞、张灼华、卿渐伟。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老同志有：徐守盛、
乌兰、胡彪、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陈向群、
傅奎、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
张剑飞、韩永文、黄跃进、谢勇、刘莲玉、李友志、
王柯敏、何报翔、隋忠诚、陈飞、向力力、吴桂英、
刘晓、欧阳斌、葛洪元、蒋建宇、夏志和、文选德、
许云昭、方毓棠、范多富、游碧竹、蔡自兴、李贻衡、
石玉珍、卢光琇、章锐夫、王汀明、龙国键、魏文彬、
谭仲池、武吉海、王晓琴。

开幕会由戴道晋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751人，实到723人，符合

规定人数。
下午3时，戴道晋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

奏唱国歌。
李微微代表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

务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报告全面回顾总
结了十一届省政协5年来的主要工作成绩：坚持
党的领导，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挥重要
渠道和专门机构作用， 推进我省协商民主发展
进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助推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努力促进民生改善；
坚持问题导向，民主监督深入开展；发挥统战功
能，团结联谊开创新局面；创新履职方式方法，
推动政协履职和互联网深度融合； 政协自身建
设迈上新台阶。

李微微指出，5年来， 省政协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在中共
湖南省委坚强领导下，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
旗帜，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自觉投身改革创
新时代潮流，胸怀大局，开拓创新，整合政协力
量，融合三项职能，丰富履职载体，拓展协商平
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湖南实践中，贡献政
协智慧，展现政协作为，续写了湖南政协事业发
展史上的崭新篇章。

李微微指出，十二届省政协所处的五年，是
湖南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湖南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时期。 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中共湖
南省委坚强领导下，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和广大政协委员，深入贯
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助力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 助推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建设。 要深刻把握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协
商民主和人民政协工作的新论断新部署，认
真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对政协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锐意进取，埋头苦干，推动新时代湖南政
协工作迈上新台阶。

李微微在报告中对十二届省政协的工作提
出5点建议：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推动新
时代湖南政协工作迈上新台阶； 推进政协协商

民主建设，奋力开创政协履职新局面；深入开展
“双助”活动，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献计出力；巩固和深化统一战线，加强对外交往
联谊，广泛凝聚力量；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推进
履职能力现代化。

杜家毫代表中共湖南省委， 向大会的胜利
召开表示热烈祝贺。他说，十一届省政协以来的
5年， 我们共同见证了全面深刻的历史性变革，
并肩创造了鼓舞人心的历史性成就。5年来，全
省各级政协和广大政协委员高举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
题，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做了许多符合时代要求、契合党政需要、体
现人民心声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促进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挥了重要作用。

杜家毫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认真
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决策部署， 发扬人民政协光
荣传统，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奋力开创政协事业
新局面。

一要在增进思想共识中把握正确方向。把
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紧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树牢“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旗帜鲜明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引导各民主党派始终与共产党同
心、同向、同行，坚决维护中共中央权威和集中
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 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夯实全省人民团结奋斗
的共同思想基础。

二要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发挥政协优势。围
绕创新引领开放崛起、高质量发展、脱贫攻坚、
防范风险挑战、产业项目建设、乡村振兴、生态
环保、 改善民生等事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点难点热点问题，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多建睿智
之言，多献务实之策，更好推动中共十九大和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积极
协助党委政府做好释疑解惑、理顺情绪、协调关
系、化解矛盾的工作，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凝心聚力。

三要在促进协商民主中担当更大作为。把
协商民主贯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全
过程，自觉把工作放到党委、政府工作大局中定
位和谋划， 积极探索运用网络议政和远程协商
等形式，用好用活“政协云”，不断巩固政协协商
议政格局。

四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中提升履职能力。积
极适应换届后的新形势新要求， 以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五个过硬”要求为标杆，努力建设一支
政治素质好、议政能力强、群众威望高、作风形
象好的高素质政协工作队伍。

杜家毫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要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支持政协依照章程
独立负责、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更好推动政协
参政议政成果的转化应用。 政协党组要认真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把党委重大决策部
署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到政协各项工作之中。各
位委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积
极建言、参政议政。

荩荩（下转2版②）

在新的历史征程中奋力开创政协事业新局面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
杜家毫发表讲话 许达哲徐守盛乌兰等在主席台就座

李微微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戴道晋主持 赖明勇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举行2017年度民主生活会

1月22日，李微微代表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向大会作工作
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主席团（73名，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仁祥 文树勋 孔和平 邓焕生
卢妹香（女） 白树仁 印仕柏（苗族）
印遇龙 朱皖（女） 朱建山 刘小明
刘昌刚（苗族）刘春生 汤浊（女，土家族）
汤素兰（女） 李军（苗族，怀化） 李沐
李评 李舜 李发美 李赤群 李宗文
李爱国 李微微（女） 杨翔 肖百灵（女）
吴志良 吴金明 何清湖 何寄华 汪涵
汪业元 张健 张大方 张灼华 陈慈英（女）
易鹏飞 罗双全（女） 罗海艳（女）

周江林 周放良（女） 周海斌 胡颖（女）
胡旭晟 胡彬彬 柳建新 钟娜（女）
姚兵 贺坚 贺安杰 夏义生 夏志和
徐克勤（苗族） 徐新楚 卿渐伟 黄加忠
龚振湘 彭国甫 彭继球 蒋善生
傅莉娟（女） 释怀梵 曾福生 赖明勇
蔡溪 蔡荣星 廖炎秋 谭拥军 熊炜
潘碧灵（土家族） 戴晓凤（女） 戴道晋
鞠晓阳

秘书长
戴道晋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2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预备会议审议通过）

1月22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省政协十二
届一次会议开幕会上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8年1月22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李微微（女） 戴道晋 张大方 赖明勇 胡旭晟 彭国甫 贺安杰 张健 易鹏飞 张灼华 卿渐伟

副秘书长 卿渐伟 许石林 陈宏忠 罗双全（女） 江涌 罗海艳（女） 肖百灵（女）
李发美 邓焕生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18年1月22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