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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晚上，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1次主任会议。 会议决定于1月30日在长沙
召开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 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 杨维刚、
王柯敏、向力力、叶红专、周农出席会议。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傅奎列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议程： 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将审议省人大常委会关于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任命和宪法
宣誓程序的决定及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研究了需提请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一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文件， 听取了有关人
事事项的说明。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一次主任会议

杜家毫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于30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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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
会议，选举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副主任，
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杜家毫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达哲当选
省人民政府省长。（简历见2、3、4版）

出席大会的领导有：杜家毫、许达哲、
李微微、乌兰、陈向群、傅奎、黄关春、黄兰香、
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
冯毅、韩永文、黄跃进、刘莲玉、王柯敏、何报翔、
隋忠诚、陈飞、向力力、杨维刚、彭国甫、贺安杰、
易鹏飞、刘波。乌兰主持。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中共中央组织部督导组莅临大会现场
指导。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766人，经工作人员清
点核实， 参加此次大会选举的代表为762人，
符合法定人数。

根据选举工作需要，大会表决通过了2名
总监票人和14名监票人名单。另外，大会秘书
处从大会工作人员中指定了2人为本次选举
的总计票人，73人为选举工作人员。

此次大会的各项选举均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进行。 出席会议的代表依次走向投票箱
投下神圣一票。

投票结束后， 经总计票人和选举工作人
员开箱清票， 发出的选票数与收回的选票数

相符。根据大会通过的选举办法规定，本次选
举有效。

乌兰宣布了此次大会的选举结果：杜家毫
当选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 许达哲当选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刘莲玉、杨维刚、王柯敏、向力力、叶红专、
周农当选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副主任。陈向群、何报翔、隋忠诚、陈飞、
吴桂英、许显辉、陈文浩当选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傅奎当选湖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田立文当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根据
法律规定，新当选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今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主
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
杜家毫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了大会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
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大会计
划、预算审查委员会关于湖南省2017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
年计划草案的审查结果报告， 以及关于湖
南省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预算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决定将这三项报告
提请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审议了大会各项决议草案， 决定
提请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原则通过。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今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五次会议。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杜家毫主持。

会议听取了大会秘书处组织组关于代
表酝酿、讨论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

委员和应由我省选举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候选人名单（草案） 情况的汇
报，根据大会选举办法的规定和代表酝酿、讨
论上述各项候选人的情况， 确定了正式候选
人名单，再次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并提请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

新华社北京1月28日电 2014年9月出版的《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近日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
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修订，改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一卷，由外文出版社面向海内外再版发行。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大闭幕后至2014年6月13日期间的重要著作，共有讲
话、谈话、演讲、答问、批示、贺信等79篇，分为18个专题。截至
目前，该书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24个语种、27
个版本面向海内外出版发行，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为广大
干部群众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发
挥了重要作用，为国际社会了解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提供
了重要文献。

党的十九大后，为帮助国内外读者系统了解掌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2017
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发行。同时，应广大

读者需要，对第一卷进行再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二卷是有机统一的整

体，集中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脉络和主要内容，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贡献的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是国内外读者学习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权威读本。

当前，全党全社会正在深入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二卷。第一卷的再版，对于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人心，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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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再版发行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杜家毫当选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许达哲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大会还选举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 � � �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冒蕞 刘笑雪）今天
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湘潭市代
表团，与代表们一道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强调，要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贯彻到改革发展的各方面、全过程，在长株
潭一体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团结广大群
众建设好发展好主席家乡。

省领导黄兰香、游劝荣，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参加审议。

代表们认真审议了“两院”工作报告，
曹炯芳、谈文胜、黄云清、柳秀导、张勇、陈晓、
程刚、谢瑜等代表还围绕推进长株潭一体化、
擦亮湘潭“军工城”名片、拓宽民营企业融资
渠道、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等提出了具体的
意见建议。

许达哲说， 过去五年， 湘潭市和全省一
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喜人成绩。下一步，
要坚持新发展理念， 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安全至
上、创新为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新
征程中作出更大贡献。

许达哲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从
观念创新做起，不断推进科技创新、管理创
新、制度创新、模式创新等各领域创新，真
正把发展的基点放在创新上； 继续在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创新创业方面下功夫，在精
准引进人才等创新资源上做文章； 大力支
持企业和科研机构攻克关键技术， 提高研
发投入占比，推动产学研用结合，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荩荩（下转4版①）

许达哲参加湘潭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办好湘潭大学 推进军民融合
建设好发展好主席家乡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五次会议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上午，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举行第一次会议。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强调，

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学习的紧迫感
和危机感，发扬民主增进团结，切实发挥政协常
委的中坚作用，始终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
胡旭晟、彭国甫、贺安杰、张健、易鹏飞、张灼华，
秘书长卿渐伟参加会议。

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政委夏志和参加
会议。

会议协商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人事变动的表决办法
（草案）； 协商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设
置的决定（草案）；

荩荩（下转4版②）

湖南日报1月28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上午，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主持召开政协湖南
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主席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
胡旭晟、彭国甫、贺安杰、张健、易鹏飞、张灼华，
秘书长卿渐伟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程、日程；审议了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人事变动的表决办法（草案）；审议了政协
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省
政协各专门委员会设置的决定（草案）；审议
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任命副秘书长和办公厅、各专门委员会
主任、副主任的决定（草案）；审议了政协湖
南省委员会委员履职考核评价办法（试行）
（草案）。

十二届省政协
召开第一次主席会议

李微微主持

李微微在省政协常委会上强调

发挥政协常委的中坚作用
始终做到人民政协为人民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杜家毫为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8日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许达哲为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8日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副主任：刘莲玉（女） 杨维刚 王柯敏 向力力 叶红专（土家族） 周农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8日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副省长：陈向群 何报翔 隋忠诚 陈 飞 吴桂英（女） 许显辉 陈文浩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8日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湖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湖南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傅奎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8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1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2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3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4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