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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湖南日报1月12日讯（记者 于振
宇）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大会新闻发言
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厅主
任程水泉发布新闻。

会上，程水泉发布：省十三届人大
三次会议将于 1 月 13 日下午开幕，1 月
17 日下午闭幕，会期 4 天半，主要包括
以下议程：听取和审查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湖南省 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0年国民经济和
社 会 发 展 计 划 草 案 的 报 告 、湖 南 省
202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
案；审查湖南省 2019 年预算执行情况
与 2020 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湖南省
2020 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听取和
审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湖南
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补选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补选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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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促进
高质量发展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地方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法制保障，是地方
立法的重要使命。”程水泉介绍，2019
年，省人大常委会以高质量立法保障和
促进高质量发展，对不适应改革要求的
地方性法规，及时修改和废止，对全省
现行的 184 件省本级法规进行了全面
清理和评估，解决了部分过时法规条款
阻碍改革发展的问题。

“去年，我省修订了促进科技成果
转化法实施办法，把科技人员的奖励和
报酬比例从不低于 50%提高到 70%以
上；审议了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条例；将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办法、广
告法实施办法、铁路安全管理条例等一
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立法项目纳
入今年的立法计划。”程水泉说。

此外，省人大常委会还围绕全省民
营经济发展作出了《关于依法促进和保
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议》，在推
进区域评估、简化归并项目审批等方面
实现重大突破，激发了市场主体活力。

助力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9 年，省人大常委会继续发
力，精准施策，助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我省环保法制体系建设迈出了坚实
步伐。”程水泉介绍，我省修订了《湖南
省环境保护条例》《湖南省长株潭城市
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首次审议
了《湖南省洞庭湖保护条例（草案）》《湖
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

治法〉办法（草案）》；清理了 21 部相关
地方性法规；开展了《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办法》《湖南
省绿色建筑发展条例》立法调研论证。

针对生态环境领域热点难点问题，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了水污染防治

“一法两条例”执法检查，听取和审议了
省政府相关情况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
此外，还听取和审议了全省环境状况和
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年度报告。

“去年省两会期间收到涉及城建环
资方面的代表建议 120 件，其中，关于
加强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类的
建议被确定为重点处理代表建议。通过
大力推动，目前全省 299个乡镇建成了
污水处理设施，100个城乡黑臭水体整
治项目已全部开工。”程水泉说。

推动解决了一大批民生
热点难点问题

2019 年，省人大常委会推动解决
了一大批民生实事中的热点、难点、痛
点问题。

省人大常委会在14个市州31个县
市区和 111个乡镇试点“民生实事人大
代表票决制”，各试点县乡票决通过了
596 个民生项目。在项目征集和实施过
程中，代表和群众全程参与，对民生实
事项目进行监督，有力促进了项目按计
划实施。今年将在全省乡镇全面推开

“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制”工作。
“在回应群众幼有所育的期盼方

面，推动建立了学前教育生均公用经费
拨款制度。”程水泉举例说，从今年起我
省对普惠性幼儿园按每生每年 500 元
标准进行补助，并调剂 9683 名编制下
达到各市州公办幼儿园。

“通过督办关于完善城乡居民基本
医疗保险门诊医疗保障政策的建议，我
们推动普通门诊统筹筹资规模从城乡
居民医保基金总额的 7%提高到 10%，
普通门诊的报销比例统一提高到70%，
降低了高血压、糖尿病等 43 个特殊门
诊准入门槛。”程水泉说。

主席团（91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石城 王刚 王雄 王一鸥 王少峰 王昌义 王建平（女） 王柯敏 王善平
毛腾飞 乌 兰（女，蒙古族） 文志强 文富恒 邓荣珍 石希欣（侗族）
石艳萍（女） 龙四清(女，侗族) 叶红专（土家族） 田福德（土家族） 冯毅
向伟雄 向佐谊（土家族） 刘非 刘波 刘准 刘明建 刘宗林（侗族）
刘莲玉（女） 祁圣芳 许达哲 严华 杜家毫 李曦（女） 李小平 李江南
李志超 李际平 李微微（女） 李殿勋 杨英建 杨维刚 吴 穷（苗族）
吴 菊（女，土家族） 吴秋菊（女） 余 缨（女） 余怀民（女） 张云英（女）
张宏森 张剑飞 张爱国 陈火德 奉吻香（女，瑶族） 易鹏飞 金继承
周帆（女） 周 农 周 琦（女） 周德睿 郑建新 胡丘陵 胡伯俊 胡衡华
段志刚 姚来英 贺军民 聂鹏举 徐云波 徐文龙 徐克勤（苗族） 高毅
黄兰香（女） 黄关春 曹炯芳 龚凤祥 龚文密 梁肇洪 彭武长（土家族）
彭国甫 彭建忠 蒋秋桃（女） 蒋祖烜 程水泉 傅奎 谢卫东 谢建辉（女）
雷震宇 蔡建和 谭进军 黎定军 虢正贵 瞿海（苗族）
秘书长：
刘莲玉（女）

（共8人）
杜家毫 刘莲玉（女） 黄关春 杨维刚
王柯敏 叶红专(土家族) 周农 胡伯俊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0年1月12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定）

（共5人）
胡伯俊 王群 徐宏源 李民 蒋祖烜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副秘书长名单

（2020年1月12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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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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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取并协商政府
工作报告，协商计划、预算报告，听取
并协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四、审议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政治决议
五、审议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二

届委员会第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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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关于十二届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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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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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会议议程

（2019年12月30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

一、听取和审查政府工作报告
二、审查湖南省 2019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0 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
告、湖南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草案

三、审查湖南省 2019年预算执行
情况与2020年预算草案的报告、湖南
省2020年全省和省级预算草案

四、听取和审查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五、听取和审查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

六、听取和审查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七、补选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

八、补选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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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议程

（2020年1月12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新闻发布会

●1月13日下午开幕，1月17日下午闭幕 ●会议为期4天半，包括9项议程
●去年对184件省本级法规全面清理评估 ●今年全面铺开民生实事代表票决制

1月 12日
下午，省十三届
人大三次会议
新闻发布会在
长沙举行，大会
新闻发言人、省
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办公厅
主任程水泉在
会上发布新闻。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0年1月12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邹晨莹

两会年年开，时势各不同。今年的
全省两会，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之后
的首次全省两会，代表、委员关注的目
光自然离不开如何在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彰显新作为。

倾听民声更给力。有人说，近年来，
全省两会议题与群众呼声有一种“严丝
合缝”的默契。谈及农村孩子课后3点半
的辅导，省政协委员羿莎略带焦虑的话
语里，承载的不是个人的声音，而是民
意的期盼；省人大代表陈伟香来长沙报
到前，特意又在浪滩村转了一圈，“再和

邻居们聊聊，生怕漏下什么，争取把大
家的诉求和心声都带来”。我们或许难
以对代表、委员的调研经历有全面的认
识，但是通过提案建议以及采访中的互
动交谈，可以真切感知到他们把高质量
的“代表日记”“委员作业”写在湖湘大
地上、写进群众心坎里的责任与情怀。

诉求渠道更畅通。各种履职方式、
平台载体、工作力量的统筹整合，串起
履职链、工作链、成果链。“政协云”从优
质到“极致”，借助与时俱进的“云宝宝”
履职平台，全省政协委员实现履职常态
化、微型化，从“会议委员”转为“在线委
员”，书写了地方政协助推国家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湖南样本”。除了代表、委
员们的代言，“我有‘金点子’”等平台也
让老百姓有了更多直抒胸臆的渠道和
空间。打组合拳、弹协奏曲，为的是让更
多的群众参与并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
成果。

直面问题不回避。“难得是诤友，当
面敢批评。”可喜的是，每年的全省两
会，对各种意见和批评，只要坚持党的
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哪怕有
些刺耳、有些尖锐，都是不同观点的充
分表达和深入交流。针对我省有些地方
在政府投资管理领域存在法治思维意
识不强、存量项目风险较大、管理制度

衔接不紧等问题，省政协委员江帆带来
关于规范政府投资管理的提案；我省农
业秸秆综合利用率尚未达到资源总量
的 20%，且焚烧屡禁不绝严重破坏生态
环境，省人大代表黄凤兰称其找到发展
食用菌产业这一“锦囊妙计”……相互
尊重而不强加于人，真诚包容而不偏激
偏执，人们看到的是既畅所欲言、各抒
己见，又理性有度、合法依章的良好氛
围。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在“百年梦
圆”的历史性年份，更加需要通过两会
这个制度平台，努力实现现代化治理所
要求的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范围广泛
性、治理过程协商性，从而凝聚起更广
泛的共识和决心，为奔向全面小康提供
重要的牵引力和推动力。

合军聚众，务在激气
两会及时评

湖南日报 1月 12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下午，省政协副主席
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胡旭晟、
张健、张灼华和秘书长卿渐伟，分
别参加了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分组讨论，与委员们一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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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案工作报告。

讨论中，委员们开门见山、畅
所欲言。大家一致认为，常委会工
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客观精炼
地反映了省政协过去一年的履职
情况和提案工作情况，充分体现了
全省政协系统在践行“两个维护”、
坚持双向发力、助力民生改善、加

强团结联谊、夯实工作基础等方面
取得的实效。对今年的工作部署，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催人奋进。

大家一致表示，新的一年，将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牢牢把握新时代人
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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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政协委员，要充分发挥委
员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政协
工作中的主体作用、界别群众中的
代表作用，紧紧围绕我省“全面小
康决胜年”，积极参与“双助双行
动”，积极建言献策、不断增强履职
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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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点鼓舞人心 目标催人奋进
省政协领导参加分组讨论

1月12日，张运平委员（左一）在小组会议上就加强对贫困地区青少年的关爱和帮扶
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紧接1版）部署新一年的政协工作
与时俱进、目标明确，对发挥政协制度
优势、推动新时代政协工作高质量发
展提出了新思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和可行性。

8 名委员围绕充分发挥委员作用、

加大民主监督力度、加快长株潭城市群
建设、助力乡村振兴、普及碳汇交易、提
高提案质量等提出意见建议。

李微微指出，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
是政协履职的“第一方阵”，要立足政协
平台，充分发挥集聚效应和示范引领带

动作用，体现“第一方阵”的作为和担
当，更好地建言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更好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要进
一步聚焦协商重点，组织界别调研协商
和监督性视察，将新型政党制度优势转
化为政协履职效能，推动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希望委员们齐心努力，积极参与
“双助双行动”，用好用活政协云，讲好委
员扶贫故事。省政协要通过制度性的安
排，助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作用的发
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彰
显政协智慧和力量。

1月12日上午，省政协委员精神抖擞，步入会场。当天，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
议在湖南省人民会堂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