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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②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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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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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 ， 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举
行，选举产生万达为主任的省五届人大
常委会。

1980年，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在
全省普遍开展县级直接选举工作的决
定。

1983年，省人大常委会在各地区设
立人大工作联络处。

1986年，省人大常委会指导沅江市
新湾镇设立全国首个乡镇人大主席团
及其常务主席。

1988年，省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开
展执法检查的决定 。自此 ，省人大常委
会正式开始一年一度的执法检查工作。

2013年，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加
强政府全口径预算决算审查监督的决
定，在全国首开先河。

2017年，省人大代表重点处理建议
实行由“件”改“类”。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1979年12月，随着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胜利召开，省人民代表大会告
别了没有常设机构的历史，由此开启了我省人
大建设的崭新篇章，成为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
的里程碑。

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
潮流中发展。今天，当一幅用民主与法治勾勒
的治理图景，越来越清晰地呈现眼前，引领三
湘人民阔步迈向富饶美丽幸福彼岸之时，我们
更能深切感受到当年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的探索和实践，所焕发出的勃勃生机。

� � � � � � 我省人大史上第一个
常务委员会全票通过产生，掀
开民主法制建设新篇章

今年5月下旬，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
次会议在长沙召开。庄严国徽下，常委会组成
人员经过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湖南省地方立
法条例>的决定》等2件地方性法规、2项决议和
有关人事任免案。

这是省人大设立常设机构以来，省人大常
委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赋予的神圣权力，切实履
职行权的又一生动写照。

只有经历过风雨， 才能感受到阳光的灿
烂！

1979年之前， 除全国人大设有常委会外，
各级地方人大均没有常设机构。 湖南同样如
此，只有省人民委员会，既行使省人民政府的
职能，又承担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工
作。

“地方人大没有专门常设机构的弊端明
显：代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全靠一年一次
的人代会，闭会期间则无法开展工作。而且，
地方政权机关这种‘议行合一’‘自己任命自
己，自己监督自己’的体制，使国家权力机关
难以对行政机关实施有效监督。” 现年85岁、
曾担任过两届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粟海亮老
人说。

而到了1968年，省人民委员会更是由省革
命委员会取代，地方人大工作完全停摆，“人民
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正常的民主生活遭到
严重破坏。

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善于依靠自身力量纠
正自己的错误。这，正是我们党的伟大之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提出了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这一重大历史任
务，作出了在地方人大设立常务委员会的重大
决策。

在很多人的心目中，1979年的冬天， 并不
冷。那是春天的前奏。

这一年的12月22日至28日，省五届人大二
次会议召开。来自全省各条战线的1100多名省
人大代表豪情满怀，汇集长沙。时任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省民委副主任的粟海亮就是其中一
员。

虽已过去39年，但粟海亮对大会盛况仍记
忆犹新：“当时大会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决定
取消省革命委员会，恢复省人民政府，设立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上，代表们对设立省人大常委会的决策
衷心拥护，认为“这是众望所归，人大代表终于
有了‘娘家’”。而在酝酿常委会组成人员名单
时，代表们最关注的是人员组成是否涵盖各个
界别、各条战线。

“大家拿到候选人名单后，就认真了解他
们的基本概况。 当看到名单里有中共党员，有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有教育、科技、文化
等各条战线的先进代表， 大家觉得很满意，认
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粟海亮说。

经过认真酝酿和审议， 在12月28日举行
的大会全体会议上， 代表们通过无记名投票
选举， 全票通过产生了省人大史上第一个常
务委员会。65名常委会组成人员中， 包括1名
主任、13名副主任和51名委员。粟海亮名列其
中。

他记得，当选举结果一宣布，会场立即响
起了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许多代表还流下
了激动的泪水。

以此为开篇，全省市、县两级人大在此后1
年时间里也普遍设立了常委会，全省人大建设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标志着我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开
始了一个新时代，也是地方政权建设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 在本次大会上当选为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的齐寿良，30年后在自己的回忆
文章中如此评价。

“岁月静好的背后, 只不过有人替
你负重前行”。今天，当我们沐浴在民
主法治的阳光下时， 我们忘不了开创
者的艰辛和努力。

上世纪80年代， 地方人大常委会
建设属于开创时期， 没有现成的工作
经验可以借鉴。在“白手起家”的情况
下， 省人大常委会在民主政治建设之
路上探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书写
了一系列地方人大工作的“湖南样
板”。

人大代表作用发挥与否， 关系到
人民当家作主权力是否得到保障。起
初，常委会和人大代表联系较少，一般
是每年组织代表开个会， 代表作用没
有得到很好发挥。

经过深入调查研究， 广泛听取代
表意见建议，1983年，常委会作出开创
性的决定： 在各地设立人大工作联络
处，负责联络当地代表，组织开展视察
等活动。这一举措开创了全国先例。

“代表联络处设立之后，经常组织
代表到各地开展视察调研， 了解各地
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人民群众的呼
声， 及时反映和帮助解决生产生活中
遇到的困难。”粟海亮回忆说，“有一年
我们到通道侗族自治县调研教育发展
情况， 发现当地有所学校的教师宿舍
因没有资金修建，仍很破旧。我们回来
后就向有关部门反映， 资金问题很快
得到了解决。”

沅江市新湾镇， 一个位于洞庭湖
赤山岛上的小镇， 却在我国人大发展
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986年9
月9日，作为我省人大基层组织建设试
点， 新湾镇诞生了我国第一个常设性
质的乡镇人大主席团及其常务主席。

乡镇人大工作是地方各级人大工
作的基础。 但在乡镇人大主席团成立
以前，由于没有常设的人大机构，人大
代表根本无法履行职责， 有的地方甚
至每年一次的乡镇人代会都无法保
证。“开会一声喊，中午吃餐饭；书记作
报告，乡长讲生产；民主是形式，半天
把会散”，成为当时乡镇人大工作的真
实写照。

乡镇人大“虚化”的问题引起了省
人大常委会的重视。 在充分调研论证
的基础上， 省人大常委会向全国人大
常委会提出了在乡镇一级人大设立常
设的主席团及其常务主席的设想，得
到了“可以试试看”的答复。省人大常
委会随即向省委提交了健全基层政权
的方案，得到同意后，基础较好的新湾
镇被定为试点。

经过半个多月的筹备， 新湾镇人
大主席团及其常务主席在镇人代会上
顺利产生。 由于有了常设机构和专职
领导，镇人大工作立马有了巨大起色。
短短3个月时间，镇人大主席团便通过
督办建议、专题视察等形式，督促政府
解决了水塘修整、 电排建设等事关群
众生产生活等问题。

“新湾模式”很快在全省和全国推
开。当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地
方组织法时， 基本吸纳了我省关于乡
镇人大改革试验的方案。

组织开展我省首次县级人大代表
直接选举， 在全国率先作出了关于开
展执法检查的决定， 出版全国第一本
地方人大工作研究专著……正是一代
又一代人的不懈探索，固本强基，使我
省人大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蹄疾步
稳，踏石有痕。

� � � � � � 切实履职行权 ，
人大工作在深化改革中
创新发展

时光荏苒，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给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人大常委会牢
牢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继续深化改革，使我省
地方立法、监督、联系代表和群众等各
项工作风生水起，有力支持和保证了人
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代表，我呼
吁的问题能得到解决，让我为民履职的
热情更加高涨。”省人大代表、湘乡市梅
桥镇富民村村主任肖明强欣慰地说。

2017年，他在省人代会上提出了关
于制定出台支持社会力量、民间资本发
展养老服务业的建议。省人大常委会将
其作为重点处理建议加强督办。结合建
议，我省将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到
每人每月80元，建立了医疗卫生机构与
养老机构合作机制，并出台了加快推进
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的实施意见。

省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建
议督办工作机制， 采取组织省人大代表
对省直部门“办理大户” 开展满意度测
评、对重点处理建议由“件”改“类”等一
系列新举措， 使一件件承载社情民意的
建议， 成功转化为一件件看得见成果的
实事好事，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

今年3月， 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了《湖南省学校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预防
和处理条例》。 这部法规既强化了对学
生的保护，也明确了破坏教育教学秩序
行为的法律责任，为教师、学生提供一
个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有效规范了我
省学生人身伤害事故中的突出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发挥人大及其
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以良
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制定这部法规，
正是我们贯彻十九大精神的生动实
践。”省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王刚说，目
前，我省已形成“党委领导、人大主导、
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新格局，为
全省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
法制保障。

在探索中前进， 在创新中发展。改
革开放40年间，我省地方人大常委会也
走过了39年光辉历程。随着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不断完善，我省民主政治建设必
将谱写更加亮丽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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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着石头过河”，书写地方人大工作的“湖南
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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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大事记

� � � � 1979年12月28日，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陈金华 摄

� � � � 1979年12月23日，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田应坤 摄

1979年12月23日，湖南省第五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
表们投票选举。 田应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