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时评

荨荨（紧接1版）坚持打牢委员“点”的基础，挖
掘界别“线”的特色，发挥政协组织“面”的优
势，凝聚全社会“体”的力量，巩固政协“点线
面体”汇智聚力格局。要充分发挥民主党派、
工商联在政协履职中的“第一方阵”作用，为
湖南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持续推进湘鄂渝
黔四省市政协联动， 共同助推武陵山片区特
色经济发展。 积极组织港澳委员来湘调研考
察、参与“双助”主题活动；继续加强与台湾民
意代表的联系交往，促进湘台交流合作；认真
做好凝聚侨心侨力的工作； 充实湖南发展海
外顾问团力量，探索建立海外智库。要讲好湖

南故事，传播政协声音，认真做好庆祝人民政
协成立70周年有关活动，广泛增进社会各界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

“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共识是奋进的动
力。”李微微强调，要从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建
设、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凝聚社会共识、精
准务实议政建言、进一步建好用好政协云、更
加注重提升履职能力等五方面入手， 强基固
本，双向发力，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团结凝聚力量，奋斗成就梦想。李微微号
召，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在中共湖南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携手共进、开拓创新，努力推动
我省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为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而
不懈奋斗！

会议听取了张健代表政协湖南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的关于省政协十二届
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省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以来，共收到提案1151件，经审
查立案1007件，108家承办单位均已办复。

会议还表彰了42件优秀提案，贺安杰宣
读了表彰决定。何金松、王仁祥、许君奇、肖湘
森委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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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于振宇）今
天，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新闻发布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大会新
闻发言人谢卫东在会上宣布： 省十三届人大
二次会议将于1月26日上午在湖南省人民会
堂开幕，1月30日上午闭幕，会期共4天半。省
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湘主持发布会。

大会共九项议程 ， 将补选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这次会议一共有九项议程： 一是听取和
审查政府工作报告； 二是审查和批准湖南省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9年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湖南省2019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三是审查和批
准湖南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预
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湖南省2019年省级预
算； 四是听取和审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是听取和审查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六是听取和审查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七是补选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委员； 八是审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
委员会的更名和设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九是
审议通过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
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编制立法规划 ，5年内制定
修订30项法律法规

谈到立法工作， 谢卫东介绍，2018年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编制了第一个五年立法规
划，立法规划共包含30个项目，涉及五方面：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项目6件， 推进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面12件，保障和改善
民生、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5件，创新社会
管理、防范重大风险方面6件，完善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方面1件。
“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将聚焦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改善民生
等重点领域。” 谢卫东举例说，比如，促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 将修订实施科技成果转
化法办法、实施种子法办法，制定长株潭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将
修订环境保护条例， 制定洞庭湖保护条例和
实施土壤污染防治法办法； 加强和改善民生
方面，将出台反家庭暴力法办法，并对实施公
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办法等立法项目展开调
研。

将 增 设 省 人 大 社 会 建 设
委员会 ，一个专委会更名

谢卫东介绍， 本次省人民代表大会将决
定增设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将省人大内
务司法委员会更名为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

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是整合内务司法
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委员会相关职责而新设立的专门委员会，职
责包括研究、审议、拟订劳动就业、社会保障、
社会事务、群团组织、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有关
议案、法规草案，协助省人大常委会开展有关
执法检查等。

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为监察和司法委员
会， 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继续承担原内
务司法委员会有关司法方面的工作职责，增
加了监察体制改革、 推动实现党内监督和国
家机关监督有机统一方面的职责。

运用立法 、决定 、监督权 ，
为美丽湖南建设贡献人大力量

“一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决落实中央和
省委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充分运
用立法、决定、监督权，为美丽湖南建设贡献
了人大力量。”谢卫东说。

去年， 依法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 作出
《关于加快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的决定》， 就深
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好污染防治
攻坚战等提出明确要求， 并采取多种方式监
督。“比如，开展绿心保护条例执法检查，常委
会首次进行全体会议审议检查报告， 针对违
法违规行为屡禁不止等突出问题提出审议意
见，并交政府及相关部门整改落实等。”谢卫
东举例说。

“我们还制定出台《湖南省实施〈中华人
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 办法》
《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对《湖南省湘江
保护条例》《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14
件法规进行了修订； 审查批准市州地方性法
规7件、单行条例1件。” 谢卫东介绍。

首次听取审议国有资产情况
汇报，摸清我省国有资产家底

“去年7月，省委深改组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建立省人民政府
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
的意见》。这项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实现国有
资产监督制度化规范化， 提高国有资产管理
透明度。”谢卫东说。

去年11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八次
会议首次听取和审议了省政府关于2017年
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金融企
业国有资产专项报告， 摸清了国有资产家
底。截至2017年底，全省共有国有企业（不
含金融国有企业、 文化国有企业）964户，
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7823.46亿元；国有金
融企业146户，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711.33
亿元；全省国有文化企业22户，国有资本及
权益总额269.78亿元；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
产总额8673.56亿元，所有者权益5756.7亿
元； 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主要包括国有土地
面积2118万公顷，实有封山（沙）育林面积
131.6万公顷；全省水资源总量1912亿立方
米。

邹晨莹

笑容荡漾在脸上， 暖意涌动在心里。又
是一年两会时。

代表、委员是两会的主角，他们的议案
提案质量，直接关系到两会的质量，更关乎
全省发展大局和百姓民生福祉。2018年是本
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履职的第一年 ，因
而，聚光灯下的他们，“在不在状态”备受各
方关注———有没有把精力放到履职上来、把
心思放到两会上来。

政协开幕会前 ，点击政协云APP，翻看
“我的履职” 栏目， 本届政协委员中唯一的
“夫妻档” 互秀年度履职评分： 李德文，100
分；钱晓英，92分。经过一年的历练，钱晓英
对于“履职”二字有了切实感悟。开幕会上，
42件优秀提案获得表彰，其中就有《关于加
大我省产业扶贫力度的建议》等19件个人提
案。可以说，过去的一年里，代表委员们基于
专业所长、发自真心肺腑，或关注民生热点
难点，推动民生实事落地；或助力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 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建言献策；
或聚焦高质量发展，深入调研协商。在岁月
不居的时光轴上， 一份份尽心竭智的建议，
最终沉淀为百姓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为“在状态”的交流叫好。午间或晚间，

往往是“逮”住代表委员采访的最佳时段。有
的房门敞开着，几个代表委员围坐在一起讨
论议案、提案和建议；有的见缝插针，将吃饭
间隙、楼梯偶遇，变成交流意见、完善建议的
时间。 借助这群英汇聚的机会博采众长，逐
步形成更有深度、更加完善、更具针对性的
意见建议。

为“在状态”的调研叫好。翻开几位委员
的笔记本，例证具体、数据详实，不少建议完
全量化且目标明确，做到什么程度，实现什
么目标，一清二楚、明明白白，顿时让人心生
一份踏实感。只有真正走进群众、深入基层、
聚焦问题，才有清清楚楚的自信底气，才能
拿出参政议政的真知灼见。

时间的坐标里 ，内含乾坤 。“我们有一
个共同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
人类的历史上 。”70年前 ，毛泽东主席在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
的讲话激情澎湃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 ，也是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 。这个具有
特殊意义的年份 ，决定了这次两会承载的
非凡使命 。“共识是奋进的动力 ”。 正如省
政协主席李微微在开幕会上说的那样 ，全
省上下都寄望于这次两会以及参会的代
表委员 ，期待着更多真知灼见 ，凝聚起更
广泛的共识和力量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陈昂昂 张
斌）今天上午，在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
会上，省政协表彰了42件优秀提案。

省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 广大省政
协委员、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
共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
要思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提案工作的

重要指示， 紧紧围绕我省的中心任务、“五
位一体”建设中的重要问题、部门工作的难
点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
精准选题，深入调研，持续跟踪，积极建言
献策，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提案，反
映出提案者在履行政协职能中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参政议政水平， 为发挥高质量提
案的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提案工作提质增
效作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提高提案质量的意见》《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提
案工作条例》 和有关规定，经十二届省政协
第十一次主席会议审议， 共评选出42件省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的优秀提案。其
中有民建湖南省委提出的《全面落实创新
引领战略 加快创新型湖南建设》、九三学
社湖南省委员会和省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
提出的《关于防范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
建议》等23件集体提案；罗可大委员提出的
《关于加大我省产业扶贫力度的建议》等19
件个人提案。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
天下午，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省政
协委员分组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了省政
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各个分组讨论会场气氛热烈，来自各个
界别的委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纷纷
表示，要准确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的核心内容和精神实质， 积极做
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参与
者、实践者和推动者。增强一线意识，展现
一线作为， 把新使命新任务落实到各项履
职工作中， 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优异的履
职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
成立70周年。

大家一致认为，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报告政治站位高、 主题鲜明、思
路清晰， 对2018年省政协工作进行了客观
全面的总结，充分体现了省政协在全面加强
党的领导、聚焦打赢三大攻坚战、加强民主
监督和建设使用政协云等方面取得的工作
成绩。2019年的政协工作安排，准确把握了
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使命、新要求，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内容丰富，针对
性强，安排和部署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可操
作性。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
年。委员们一致表示，新的一年，将围绕建设
务实智慧开放和谐政协的要求，不断提高自
身素质，高质量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
参政议政职能，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为“在状态”的履职叫好

一、听取和审议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二、听取和审议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三、列席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 听取并协商政府工作报告，协
商计划、预算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五、审议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六、审议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
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七、审议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
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二届二次会议提案审
查情况的报告

八、协商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议程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沙兆
华 苏莉 施泉江 刘笑雪）今天下午，省政协
副主席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胡旭晟、贺
安杰、张健、张灼华和秘书长卿渐伟，分别参
加了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与委
员们一起，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讨论省政协常委
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戴道晋参加了民革界别的分组讨论。他
指出，过去一年，新一届政协实现良好开局，
各位委员履职尽责，成绩可圈可点。新的一
年，政协工作任重道远，希望各位委员认真
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提升履职能力，创
新履职手段，凝心聚力，进一步推动政协工
作高质量发展。

张大方在九三界别分组讨论中，对两个
报告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过去一年，省政
协各项工作有亮点、有经验、有创新，很多工
作处在全国前列，令人鼓舞。新的一年，希望
政协委员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跟上新
时代的发展变化，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贡献力量。

赖明勇参加民建界别分组讨论时表示，
去年湖南政协工作亮点纷呈， 振奋人心，彰
显了新担当新作为。新的一年，要主动对标
新定位、新使命，围绕省委的重要战略布局，
在长株潭一体化、扶持民营企业发展政策落
地等方面建良言、献良策，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增光添彩。

胡旭晟参加致公界别分组讨论时表示，

过去一年政协履职既创新又务实。 新的一
年，我们要深刻把握和理解政协工作的新要
求，建立健全建言资政与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的机制，担当“一线”使命，彰显“一线”作为，
充分发挥好民主党派、工商联在政协履职中
的“第一方阵”作用。

贺安杰在参加民进界别分组讨论时表
示，要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努力
在加强思想政治引领上有新作为，在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上有新成效，在提高建言资政质
量上有新进展，在创新履职方式方法上有新
突破，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有新提升，广泛凝
聚共识汇聚力量，切实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
新使命。

张健参加了工商联界别的分组讨论。
他说， 两个报告总结成绩客观全面， 提出
建议思路清晰， 体现了省政协想干事、能
成事的担当作为。希望各位委员服务中心
工作， 提高参政议政质量， 围绕营造良好
营商环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等事关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忠诚履职、建言
献策。

张灼华参加了农工界别分组讨论。与会
委员一致表示，通过两个报告，感到省政协
聚焦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创新履职，亮点
纷呈。在今年的工作中，要加强咨政建言，勤
勉履职，不断提高参政议政水平，为坚决打
赢三大攻坚战、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作出新
的贡献。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中共界别的
分组讨论。

担当“一线”使命 彰显“一线”作为
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胡旭晟贺安杰张健张灼华等

分别参加政协分组讨论

领悟新思想 增添新动力

省政协委员参加分组学习讨论

省政协表彰42件优秀提案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
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1月26日上午开幕，30日上午闭幕，会期4天半
●编制了五年立法规划，将制定修订30项法律法规
●将增设省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
●首次审议了国有资产报告，摸清了国有资产家底

1月 25日，省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
议新闻发布会在长
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