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北京3月1日电（记者 陈
昂昂 张斌）又是一年全国两会时。今天
13时58分许， 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
乘坐从长沙飞往北京的南航CZ3127次
航班抵达首都机场。 承载着7300万湖
湘儿女的重托，肩负着政治协商、民主
监督、参政议政的重任，住湘全国政协
委员们将出席3月3日开幕的全国政协
十三届一次会议，参政履职、共商国是。

在新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住湘全

国政协委员共30人， 其中连任委员9
人、新任委员21人。 此前，新任委员已
抵京参加集中学习培训。

据了解，今年全国两会，住湘全国
政协委员将重点关注设立中国（湖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强东洞庭湖湿地保
护、农村教师公费定向培养、城乡居民
医疗保险、 完善精准扶贫政策等议题。
为开好此次会议，所有住湘全国政协委
员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围绕助推湖南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落实，开
展了大量前期调研，广泛听取各界群众
的意见和呼声，为议政建言做好了充分
准备。

委员们纷纷表示， 要紧紧围绕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履职尽责， 精心
准备提案，认真听取并审议好、讨
论好大会的有关报告和文件，积
极推介湖南、展示湖南良好形象，
发出湖南好声音，广泛凝心聚力，

充分展现住湘全国政协委员的参政议
政能力和开放奋进的整体形象， 努力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实现政协新作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贡献
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 (记者 何金燕
何淼玲 王晗 通讯员 罗玉良) 今天上
午，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在长沙梅溪湖
智控中心揭牌。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
书记胡衡华， 省高院党组书记、 院长
田立文共同为法庭揭牌。

近年来， 我省积极推进实施“创
新引领、 开放崛起” 战略， 知识强省
成效显著， 长沙市推出的“知识产权
保护十二条”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
长沙知识产权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是
全国唯一获得知识产权四个国家重点

支持牌照的城市， 亟须加强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

据悉， 长沙法院审理的各类知识
产权案件逐年增长， 从2013年到2017
年增长6倍多，近三年平均每年增长率
达90%。 随着案件数量的快速增长，原
有的审判架构已经逐渐跟不上审判实
践及知识产权创造、 保护和运用的需

要。为了加强知识产权审判领域改革创
新，优化知识产权审判资源配置，充分
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提高
以长沙知识产权法庭为引领的全省知
识产权审判质效。 2018年2月12日，最
高人民法院批准设立长沙知识产权法
庭。 目前， 我国有3个知识产权法院和
15个知识产权法庭。

根据最高法院批复， 长沙知识产
权法庭管辖以下知识产权案件： 发生
在湖南省辖区内有关专利、 植物新品
种、 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技术秘密、
计算机软件、 涉及驰名商标认定及垄
断纠纷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
案件。 发生在长沙市辖区内有关商标、
著作权、 不正当竞争、 技术合同纠纷
的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
不服长沙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审理
的第一审知识产权刑事案件的上诉案
件。

长沙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
胡衡华田立文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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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3月1日讯（记者 孙敏坚）
省委组织部近日召开部务会， 部署在
全省组织系统开展为期一个月的“三项
教育”，即以铸牢政治忠诚、提升政治能
力、 强化政治担当为主要内容的责任
教育， 以保持政治本色、 守住政治底
线、 增强政治定力为主要内容的廉政
教育， 以增强政治自觉、 严守政治纪
律、 防范政治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保密
教育。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
在会上指出，全省组织系统要以高度的
政治责任感，精心组织、扎实推进“三项
教育”， 为加强组织部门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的自身建设、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奠定基础。他强调，要持
续深化政治建部、从严治部，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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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维护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以
上率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常态长效，
以工作成效来检验教育成果，把“讲政
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要求落
实落细， 推动组织工作实现高质量发
展。

3月期间，“三项教育” 将以省市县
三级组织部门为重点，采取政治理论学
习、自查自纠、调研走访、专题研讨、座
谈交流等方式深入开展。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实现政协新作为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抵京共商国是

全省组织系统部署开展“三项教育”
王少峰强调， 持续深化政治建部从严治部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杜家毫指出，十九届三中全会专题研究部署深化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工作，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最深刻的一次机构
改革， 是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坚毅的改革决心
和一往无前的担当勇气。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深
刻阐述了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阐明了这次改革的
指导思想、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我们要从坚持和加强
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原则、突出转变政府职能、党政
军群机构改革统筹协调、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
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相促进等方面，全面领会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全会精神，切实增强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坚定
性，切实在深化机构改革这场深刻革命中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加强组织领导，扛起主体责任，强化对接
衔接，精心部署实施，确保我省机构改革各项工作在党中央统一
部署下积极稳妥推进。

杜家毫强调， 要以贯彻全会精神为动力， 扎实做好当前各
项工作。 要积极引导全体代表、 委员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良好
的精神状态参加全国两会， 讲好湖南故事、 展示湖南形象。 要
扎实做好舆论宣传、 信访维稳、 安全生产等工作， 为全国两会
召开营造安全稳定有序的环境。 要抓紧谋划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年”各项工作，着力稳定经济增长，确保实现一季度“开门红”。 要
抓紧做好春耕备耕，稳定粮食生产，积极做好春季就业、脱贫攻
坚、 社会保障等各项民生工作。 要自觉主动接受中央巡视监督，
坚决抓好巡视整改任务落实。 要认真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 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
深发展。

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三次会议批准任命的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和本次会议决
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杜家毫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
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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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尊崇法治、敬畏法律，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法
规赋予的职责，勤勉尽责，干事创业，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
政放权，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
型政府。要牢记权力来自党和人民，密切联系群众，广泛听取意见
建议，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认真执行人大决议、决定，重视办理
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建议、批评意见，使各项工作都体现人民意
愿、维护人民利益、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自身建设，注重学习实
践，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和方式方法，保持清廉本色，不断提高依法
履职能力和水平，为推动全省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贡献智慧和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办事
机构、工作机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这次集中学习旨在让代表们进一

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自信，提高履职能力，圆满完成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各项任务。学习
期间，代表们认真学习和了解了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知识、代表法，以及全国人
大常委会主要工作情况、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中央财政预算执
行情况等。

杜家毫指出， 开好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对于团结
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为决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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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 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
意义。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大家都是各行
各业的优秀分子， 是联系党和人民的桥
梁与纽带， 要当好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
记核心地位的模范、 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模范、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模范， 更好地
凝聚党心民心， 形成改革发展的强大合
力。 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
领导，以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对事业、

对自己高度负责的态度， 正确行使民主
权利， 坚决抵制和杜绝一切违反换届纪
律的行为，确保换届选举圆满成功。要忠
实履行代表职责，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自
觉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 找准湖南
对接国家战略的切入点，积极建言献策，
充分反映民意民愿。 要切实加强政治理
论学习、 宪法法律知识学习和人大业务
知识学习，着力提升依法履职能力。要严
纪律、守规矩、正作风，集中精力开好会，
充分展示良好“湖南形象”，确保湖南代
表团各项工作、各项活动有序高效进行。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
对此次学习进行了总结。他说，各位代
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坚定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核心地位，坚决贯彻中央
决策部署，始终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依法履职，模范遵守纪律规矩，为圆满
完成大会各项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
莲玉在开班式上说，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紧紧围绕新时代人大代表的
使命担当，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作风建
设和履职能力建设，落实落细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的各项任务。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闭幕

在湘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集中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