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刘文韬 贺佳）
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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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胡伯俊出
席会议。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察委员会
主任傅奎，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许显辉，省高级
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游
劝荣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王柯敏作的湖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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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案）的说明，表决通过了此项决定；听
取了傅奎作的有关人事任命案的说明。

第二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
命案。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任命
的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杜家毫指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是事关全局的重大
政治体制改革。 省监察委员会要牢记使命、不
负重托，以敢于担当的精神履职尽责，以永远

在路上的韧劲加强自身建设，为深入做好我省
监察体制改革工作，为保障全省改革发展稳定
作出应有贡献。

杜家毫指出，刚刚闭幕的省十三届人大一
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组成
人员，这是全体代表和全省人民对我们的信任
与重托。 我们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
感，忠实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
献智慧和力量。

一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人大工作正
确政治方向。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周帙恒）
今天晚上，由国务院侨办授权指导的“文化
中国·四海同春”2018全球华侨华人春节
大联欢晚会在长沙录制。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国务院侨办主任裘援
平观看晚会，并向海外侨胞致以新春祝福。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国务院侨办党组
书记、副主任许又声，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一
同观看晚会。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蔡振红、胡衡华、
谢建辉、刘莲玉、吴桂英一同观看。

晚会以“家有喜事·开门见喜”为主题，
从国家之喜、民族之喜到个人之喜，紧紧围
绕“文化中国·四海同春”进行内容设计，放
大侨味、年味，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
的传承与发展， 全场洋溢着喜庆热闹的新
春气氛。

荩荩（下转2版③）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30日电 1月30日
下午， 正在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 大会宣
布，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习近平同志，全
票当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内蒙古自治区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当
天下午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会议选举产
生了58名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 当大会宣布习近平同志全票当选
时，雷鸣般的掌声响彻全场。

“人民代表人民选，人民领袖人民爱！”
代表们纷纷表示，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内蒙古自治区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正在与全国人
民共同经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历史
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全国人大代
表， 是500多名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的
共同意愿，是2500多万草原儿女的由衷心
声，更是13亿多各族人民忠诚党的核心、拥
戴人民领袖的生动体现。

“听到总书记到内蒙古参选的消息，我
们无不欢欣鼓舞。 这是内蒙古各族群众的
无上光荣， 是党中央对内蒙古干部群众的
高度信任， 也是对广大边疆民族地区的深
切关怀和极大激励。” 代表们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边疆民族地区参选，
展现了党中央新的作风形象，对于密切联
系人民群众， 加强和改进党内政治生活、
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推进实施脱贫攻
坚、“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重大战略具有
重要意义。

回顾起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月考察

内蒙古自治区时的情景，自治区人大代表、
呼伦贝尔蒙古族牧民宏瑜深情地说：“总书记
冒着严寒深入草原看望农牧民， 慰问困难
群众，始终和咱们老百姓心连心。大草原虽
然离北京很远， 但我们时刻都能感受到党
中央和总书记的温暖与关怀。”

内蒙古自治区人大代表、 兴安盟突泉
县和丰村党支部书记孙明说：“听到总书记
全票当选，特别激动。总书记要求内蒙古建
成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我们要牢记
嘱托，看好山护好林种好树，给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美丽家园， 把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

讲起去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乌兰
牧骑队员的回信， 乌兰察布市戏剧演员图
雅代表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总书记勉励
乌兰牧骑队员们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
艺轻骑兵’， 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
策。有总书记的加油鼓劲，我们更要努力当
好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 为广大群众送去
党的声音和关怀。”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开启了脱贫攻坚、
转型升级、绿色发展新征程。代表们纷纷表
示，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到内蒙古参选并全
票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喜讯带回去， 激励
广大干部群众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各民
族守望相助、团结进取的优良传统，为“建
设亮丽内蒙古，共圆伟大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

内蒙古选举产生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习近平全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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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30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1月30日召开会议，听取和审议《中央政治局常
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
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
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
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
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中
央书记处2017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
对2018年的工作安排。

会议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本质的特征，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意志
和根本利益的体现，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
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首先要坚持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同志要牢固树
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
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始终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会议强调， 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
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
一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坚决维护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更好的精神状态和更高的工作水准，推动
党中央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要把党
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好党组自身建设，认真
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推动全面从严治
党向纵深发展。 中央书记处要自觉在中央政治
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把握学
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条主线， 进一步在协助
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上聚焦发力， 深入调
查研究，推动党中央交办的任务落实见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
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刘文韬
贺佳 冒蕞）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胜利闭幕。

本次大会应到代表766人， 实到代表
758人，符合法定人数。

闭幕大会由主席团常务主席杜家毫、
许达哲、乌兰、韩永文、刘莲玉、杨维刚、王
柯敏、向力力、叶红专、周农、胡伯俊担任执
行主席，杜家毫主持。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老同志有：
李微微、胡彪、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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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跃进、谢勇、何报翔、隋忠诚、陈飞、吴桂英、
许显辉、陈文浩、戴道晋、刘晓、张大方、
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袁新华、胡旭晟、
彭国甫、贺安杰、张健、易鹏飞、张灼华、
田立文、游劝荣、刘波、蒋建宇、沈瑞庭、
刘玉娥、罗海藩、高锦屏、颜永盛、杨泰波、
徐明华。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采取电子表决的方式， 通过了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 关于湖南省2017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计划的
决议，关于湖南省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预算的决议，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湖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
设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
委员会的决定，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

委员名单。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湖南
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湖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宪法宣
誓方案》，杜家毫、许达哲分别率领本次
会议选举产生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宪
法宣誓。

宪法宣誓仪式结束后，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对
大会的圆满成功表示热烈祝贺， 对因工作
需要和年龄原因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同志
表示衷心感谢。他说，这是一个高举旗帜、
维护核心、 民主团结、 求实奋进的大会。
大会选举我担任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主
任，这是全体代表和全省人民对我的信任
和重托。我一定忠于宪法和法律，自觉接
受党和人民监督， 同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
其他组成人员一道，牢记初心使命，用心
用情工作，向人民学习，与人民同心，为人
民奋斗。

杜家毫指出， 这次人代会形成的最重
要成果、提出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把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全省上下共同遵循的
意志、 转化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一致行
动。 一届有一届的责任， 一棒有一棒的使
命。英雄的湖湘儿女，在国家和民族的进步
大业中，从来不甘人后。我们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 按照本次大会确定的目
标任务，砥砺奋进、开拓进取，加快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荩荩（下转2版①）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许达哲代表新一届政府讲话
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8个文件

� � �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
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会上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一次会议

杜家毫主持会议

“文化中国·四海同春”

全球华侨华人
大联欢晚会在长录制

杜家毫裘援平许达哲许又声李微微
乌兰等观看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