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李微微代表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

1月12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在湖南省人民会堂开幕。图为大会现场。
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田超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
（记者 唐婷 陈昂昂）今天
上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在省人民会堂
开幕。来自全省各族各界、
各条战线的 700 多名省政
协委员齐聚长沙，满怀奋进
豪情，积极协商议政，为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贡献智慧力量。

出席开幕会并在主席台
前排就座的有：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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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
和老同志有：乌兰、杨正午、
徐守盛、刘夫生、王克英、胡
彪、傅奎、黄兰香、王少峰、
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
毅、张宏森、李殿勋、姚来
英、刘莲玉、毕毅、黄关春、
杨维刚、王柯敏、叶红专、周
农、何报翔、隋忠诚、陈飞、
吴桂英、许显辉、陈文浩、田
立文、叶晓颖、李明辉、蒋建
宇、夏志和、宋君强、文选
德、卓康宁、游碧竹、蔡自兴、李贻衡、石玉珍、章锐夫、王汀明、龙
国键、魏文彬、谭仲池、武吉海、欧阳斌、葛洪元、袁新华。

开幕会由戴道晋、赖明勇、贺安杰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732人，实到712人，符合规定人数。
上午9时，戴道晋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李微微代表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

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回顾总结了十二届省政协 2019年的
主要工作成绩。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人民政协
成立70周年。省政协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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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
在全国政协的有力指导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发扬
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全省
政协工作更加紧起来、实起来、活起来，政协“两支队伍”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进一步提振，务实、智慧、开放、和谐政协建设进一步深

化，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注入了政协力量。
“探索建设‘三个基地’，政协工作的思想理论根基越来越

牢固；扎实推进‘双助双行动’，助推新湖南建设的成效越来越
彰显；深入运用政协云，互联网协商平台越来越成熟；探索开展
履职质量综合评价，政协工作质量导向越来越鲜明。”李微微指
出，一年来，省政协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坚持双向发力，
提升助推改革发展的成效；助力民生改善，彰显人民政协为人
民的初心；加强团结联谊，凝聚兴湘合力；夯实工作基础，推动
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
年，是我省政协工作持续深化、全面推进的重要一年。”李微微
指出，2020年政协工作，总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中央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我省“全面
小康决胜年”，深入推进“双助双行动”，深化政协云创新实践，
全面提高工作质量，更好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为我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凝聚共识、贡献力量。

李微微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完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座谈会制度，做好党的创新
理论的消化、深化和转化工作；强化政协党组在政协工作中“把
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责任，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到政协全部工作之中。要持
续助推我省高质量发展。打好协商、监督、参与、服务“组合拳”，
深化政协系统联动协作，持续推进“助推新发展、建设新湖南”
主题活动和委员“三进三助”聚力行动。要持续助力保障和改善
民生。围绕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聚焦“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政
策，建立解决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议题开展调研；围绕康
养产业发展、垃圾分类收集与资源化利用、饮水安全监管、校园

周边摊点食品安全监管等
议题，开展调研协商；深化

“三个一”扶贫行动，对深
度贫困家庭持续帮扶；加
强微建议、微协商、微监督

“三微”联动，推动现场协
商议政与远程协商网络议
政相结合。要持续凝聚改
革发展正能量。建立完善
政协与民主党派、工商联
沟通协调机制；成立香港、
澳 门 湖 南 政 协 委 员 联 谊
会，更好发挥港澳委员“双
重积极作用”，推动港澳青
少年来湘参访考察；更好
发挥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
的作用。要持续推进履职
能力现代化建设。进一步
完善履职质量综合评价办
法和指标体系；进一步做
好提案信息公开、提案办
理协商、老委员咨询团评
估等工作，推动提案工作
不断提质增效；推动将区
块链技术运用到政协工作
中，进一步提升政协履职
效能；加强政协系统联动
协作，形成“思想共引、工
作共推、队伍共建”格局。

李微微强调，要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努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中彰显新作

为。着力加强专门协商机构制度机制建设，推动政协协商与其
他协商渠道有效衔接、共同发力，推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形成；
着力在深入协商中广泛凝聚共识，发出政协增信释疑、提神鼓
劲的“好声音”；着力提高协商能力，更好发挥委员主体作用。

蓄积七十年磅礴之力，奋进新时代筑梦之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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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湖南省委坚强领导下，勤勉履职、开拓进取，努力干
出新样子，奋力开创新局面，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听取了张大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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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
报告。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以来，共收到提案 1155件。经审
查，立案775件，111家承办单位均已办理答复。

会议还表彰了 39件优秀提案，宣读了表彰决定。吴金明、
李涛、北冰、刘昌刚委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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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磅礴力量 奋进筑梦征程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开幕
杜 家 毫 许 达 哲 乌 兰 等 在 主 席 台 就 座

李 微 微 作 政 协 常 委 会 工 作 报 告
戴 道 晋 赖 明 勇 贺 安 杰 主 持 张 大 方 作 提 案 工 作 情 况 报 告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记者 刘文
韬 陈奕樊）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预备会议在省人民会堂举
行。会议由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主持。杜家毫宣布：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
绪，大会将于1月13日开幕。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 761 人，实到
725人，符合法定人数。

会议采取电子表决的方式，选举

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
大会议程。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黄
关春、杨维刚、王柯敏、叶红专、周农，
秘书长胡伯俊在主席台就座。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记者 刘文
韬 陈奕樊）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

会议以电子表决的方式，推选出
由杜家毫、刘莲玉、黄关春、杨维刚、王
柯敏、叶红专、周农、胡伯俊组成的主
席团常务主席。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执

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
长；报告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和拟邀
请在大会主席台就座的人员名单；通
过了大会日程。会议还原则通过了《湖
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
议补选办法(草案)》，提请大会审议通
过。通过了《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三次会议宪法宣誓工作方案》。

会议决定，本次大会接收代表议
案的截止时间为1月14日18时。

会议商定，本次大会表决、通过的各
项决议、决定和其他议案均采取电子表
决方式；选举事项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会议决定，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
议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并指定了大会
新闻发言人。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一次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
选举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 通过大会议程

杜家毫主持

时间如箭，奋斗如歌，又是一年风光好。
今天，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在长

沙隆重开幕。承载三湘儿女的美好梦想，
来自全省各条战线、各个行业的 700 多
名省人大代表，济济一堂，为决胜全面小
康凝心聚力、履职尽责。我们对大会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

2019年，我们迎来了新中国七十华诞。
在这一承前启后的重要时间节点，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风险挑战，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
省政府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用汗水浇灌收获，以实干笃定前
行，纵使风吹浪打，依然闲庭信步。决胜全
面小康的征途上，能清晰听到三湘儿女奋
斗新时代、共圆小康梦的铿锵足音。

这一年，我们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经济发展再迈新台阶，规模工业
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
口径财政总收入突破 5000亿元，全口径
税收突破4000亿元。

这一年，“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比翼

高飞，发展动力活力在三湘大地竞相迸
发，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6000 家，中非经
贸合作开启新征程，进出口逆势“飘红”，
增速领跑全国。

这一年，我们坚持以“5个 100”为抓
手兴产业强产业，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
论英雄，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一大批重
大项目开工建设或投产，湖南经济发展

“智”通全球。
这一年，推改革、施法治、强服务，我

们“刀刃向内”，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取消
各类行政审批 105 项，“一件事一次办”
覆盖面不断延伸，成为我省优化发展环
境的一大特色“品牌”。

过去一年，发展是湖南最耀眼的底
色，民生是湖南最温暖的底色。

这一年，我们扎硬寨、打硬仗，脱贫
攻坚战场波澜壮阔，63万农村人口将告
别贫困、718个村子将摘掉“穷帽”，走上
小康路的人越来越多；地表水水质总体
为优，市州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逐年提
高，森林覆盖率达 59.9%，天蓝地绿水清
土净的未来真实可期；民生投入持续加
大，12件重点民生实事全部办成，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
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从遥望的目标变为触手可
及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彰显制度自信，根植人民之中。2019年，
也是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在省委
的坚强领导下，省人大常委会紧紧围绕大
局、回应百姓关切，依法保障和促进全省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突出重点领域，坚持
务实管用，“立良法促善治”效应明显；寓
支持于监督，抓监督促发展，监督实效持
续增强；优化代表履职服务保障，充分发
挥代表主体作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效
应生动展现。实践再一次证明，人民代表
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
当家作主的根本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

每一个时间节点，不仅是回顾和总结
之际，更是展望和谋划之时。今年是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精准脱贫攻坚
战、实现“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确保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圆满收官，乘势而上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重任。站在“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唯有只争朝
夕、全力冲刺，方能不负韶华、梦想成真。

跃迁之时，当有智勇之策；攻坚之
际，最需磅礴之力。我们要聚焦决胜全面
小康，坚持高质量发展，坚决打好三大攻
坚战，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锐意
推进各项改革，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越是关键时
刻，我们越要咬紧牙关；越到最后关头，
我们越要坚持不懈。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让我们更加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圆满完成“十三五”
目标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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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奋斗。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只争朝夕，决胜全面小康
——热烈祝贺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开幕

湖南日报 1月 12日讯（记者 陈
昂昂）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来到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民革界

别小组，与委员一同学习中共十九
届四中全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十一届
九次全会精神、中央政协工作会议

和省委政协工作会议精神，审议省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情
况报告。

讨论中，委员们一致认为，省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求真务实，总结过去
一年的成绩客观全面、内容丰富、亮点
突出。 ▲ ▲

（下转2版）

更好地发挥“第一方阵”示范带动作用
李微微参加民革界别小组学习讨论

致富奔小康 心气格外足
——回访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石爬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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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阿曼新任苏丹海赛姆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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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初心本色，书写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
——写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召开之际

总书记来过我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