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下午，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来到省十三
届人大二次会议益阳市代表团， 与代表们
一起审查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副省长隋忠诚参加审查。

代表们认为，“两院” 工作报告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在重点工作上有了新突破，使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
升。大家围绕加强公益诉讼工作，加大留住
基层“两院”人才力度，预防青少年犯罪等
提出意见建议。 荩荩（下转3版②）

李微微参加益阳代表团审查时强调

转存量优增量提质量
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记者
今天从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秘书处议案建
议组获悉， 本次大会共收到代表依法联名提
出的符合议案条件的议案4件。

这4件议案分别为：关于尽快修订《湖南
省宗教事务条例》的议案；关于制定《湖南省
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议案；关于制定《湖南
省长江岸线保护条例》的议案；关于尽快修订

《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保护条例》的议案。
议案建议组认为，这些议案均为地方立法

议案，事项属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范围，
案由、案据、方案符合议案规范。经大会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审议决定，会后将这些议案分别交
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处理，并向省人大
常委会提出关于议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收到议案4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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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陈昂昂 张斌）今天上午，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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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沙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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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闭幕会并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老同志有：乌兰、杨正午、徐守
盛、王克英、胡彪、陈向群、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
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毅、毕毅、李友志、何报
翔、隋忠诚、陈飞、吴桂英、许显辉、陈文浩、葛洪元、袁新
华、田立文、李明辉、蒋建宇、夏志和、文选德、许云昭、卓康
宁、阳忠恕、游碧竹、蔡自兴、李贻衡、石玉珍、王汀明、龙国
键、武吉海、王晓琴、欧阳斌。

闭幕会由李微微、贺安杰、张健、张灼华主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会通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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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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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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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政治决议。

李微微在讲话中指出，中共湖南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各有关部门、社会各方面
给予了大力支持。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等领导同
志多次出席大会，参加联组讨论，听取委员意见，共商全面
小康大计，共谋创新开放良策。杜家毫书记充分肯定了过

去一年省政协的工作， 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
发挥政协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
会、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期间，委员们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了人
民政协新时代的新方位、新使命，认真审议和讨论各项报
告，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生动展现了人民政协制
度的生机与活力。会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是一次团结民
主、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

李微微说，过去的一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发展环
境，中共湖南省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团结带领7300多万湖湘儿女，在奋进中书写了精
彩答卷。喜看三湘大地，高质量发展动力强劲，改革开放春潮
澎湃。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湖南攻坚克难取得的不凡成就而骄
傲，也完全有理由为自己参与其中、贡献心力而自豪。

李微微说，走过改革开放40周年，走进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时间节
点。以新的时间节点为坐标，以新的历史方位谋伟业，我们
使命光荣、重任在肩。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出
的“三个崇尚”要求，努力建设务实智慧开放和谐政协，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伟大征程中，彰显政协应有担当和更大作为。

“让我们崇尚学习、加强学习。”李微微强调，要以学习
强化理论武装，深学深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不断从中汲取真理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人格的力
量、奋进的力量，以此转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 荩荩（下转2版）

以梦为马、扬鞭奋蹄，奋力书写政协事业新的精彩答卷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1月29日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长沙胜利闭幕。图为大会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电 1月29日， 国家
主席习近平就菲律宾苏禄省发生爆炸袭击
事件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菲律宾
苏禄省发生严重爆炸袭击事件， 造成重大
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

哀悼， 对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慰
问。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
恐怖主义，强烈谴责针对无辜平民的暴力恐
怖行径，愿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国际社会一
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国际和地区和
平稳定。

就菲律宾发生爆炸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菲律宾总统致慰问电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邵阳市代表
团， 与代表们一同审查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强调，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
遵循，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抢抓发展机遇，
放大自身在区位、生态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加
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的答卷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省领导张剑飞、吴桂英，省政府秘书长王
群参加。

审查中，许达哲指出，去年，省高院、省检
察院紧紧围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认真

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依法履行审判
和检察职能，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社会
公平正义作出了重要贡献。省高院、省检察院
的工作报告， 通篇贯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全面客
观，安排工作思路清晰、务实有力，完全赞成。

会上，代表们还围绕基础设施建设、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建设特色小镇、做强文化旅游
产业等提出了意见建议。许达哲指出，过去一
年邵阳取得了长足发展，工作亮点很多，成绩
可圈可点。下一步，爬坡过坎的过程中还将面
临不少困难和挑战， 邵阳要坚持精准施策、稳
中求进，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向深化改革要动力，以创
新开放增后劲，在中部崛起中不落下、争前列。

许达哲强调，要抢抓发展机遇，扩大高水
平开放，壮大实体经济。随着怀邵衡铁路的
建成通车， 邵阳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要
抓住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等国家战略带来的开放发展机遇，
充分发挥邵商资源丰富的优势，努力扩大对
外开放，特别是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推动邵阳产业转型升
级，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为打造中西部地
区承接产业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
区贡献力量。 荩荩（下转3版①）

许达哲参加邵阳代表团审查时强调

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优异答卷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下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来到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怀化市代表团， 与代
表们共同审查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干字当头抓
好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统筹
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努力实现后发赶
超，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省领导王少峰、谢建辉、刘莲玉、彭国甫
参加审查。

讨论中，雷绍业、刘低炉、陆志前、谢先
龙、陈晓勇、谭泽勇先后发言，就加快建设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打造“135”工程
升级版、推进产业扶贫、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发展大西南地区商贸物流、壮大贫困地区
村级集体经济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 杜家毫充分
肯定过去一年怀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
绩。他说，从大家的发言中，能深深感受到怀
化人民盼发展、 谋发展、 抓发展的信心和干

劲。在怀化这片土地上，涌现出许多“穷则思
变”的好典型，随着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日益
完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显，怀化未来发展前
景看好。

杜家毫强调，承接好产业梯度转移，是党
中央、国务院赋予湖南的光荣使命。怀化要以
纳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契机，
抢抓重大发展机遇，发挥交通区位优势，选准
产业承接方向，加强与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成
渝城市群的对接联系，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先
进制造、文化旅游等产业，加大商贸物流、医
药健康、电子信息、绿色食品等产业招商，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进一步扩大开放
的同时， 让山区群众有更多就近就业机会和
致富门路。要树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牢牢守住生态环保这条底线，严防高
耗能、高污染的项目进驻，厚植高质量发展的
生态底色。

杜家毫指出，今明两年，是打赢脱贫攻坚
战的决胜时期，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
键时期。要保持战略定力和攻坚韧劲，统筹抓

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把发展产业放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做大做强水果、茶叶、黄
牛、药材等特色种养业，真正把田里种的、山
上栽的、 家里养的变为老百姓手中的真金白
银；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等帮扶措施，
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不断夯实基层基础，选准配强村党组织书记；
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树立文明新风。

杜家毫强调，党的作风关系人心向背，关
系事业兴衰成败。 党和政府的一些好政策在
“最后一公里”没有得到很好落实，说到底还
是作风问题，是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加强作风建设，减轻基层负担，坚持发展
为要、干字当头，脚踏实地、心无旁骛、上下齐
心地干，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脱贫致富。要扎实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思想
上理论上为作风建设正本清源， 不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努力营造风清气正、
心齐气顺的干事创业环境。

杜家毫参加怀化代表团审查时强调

发展为要 干字当头
努力实现后发赶超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周帙恒 )

今晚，2019湖南新春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
精彩上演。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与省会
干部群众代表欢聚一堂，共享盛典，共迎
新春。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
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
毅、刘莲玉、吴桂英等一同观看。

伴随着大型交响合唱《红旗颂》，音乐
会正式拉开帷幕。80人的乐队，150人的合
唱团，以及来自意大利、美国、乌克兰等国
的艺术家，联袂为观众带来一场高水准、高
规格、高品位的新春音乐会。

青年男高音歌唱家曾勇带来由人民音
乐家施光南作曲的《我的祖国妈妈》，抒发
了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喜

悦之情。 胡琴演奏家姜克美演绎的《夜深
沉》，刚柔并济，将中国民乐的东方神韵展
现得淋漓尽致。 乌克兰基辅大剧院芭蕾舞
团舞起最美《春之声圆舞曲》，美国小号演
奏家伊丽莎白吹响《降E大调小号协奏
曲》， 来自意大利和乌克兰的歌唱家领唱
《欢乐颂》……女高音歌唱家殷秀梅献唱歌
曲《沁园春·雪》《绒花》《我爱你中国》，更是
将音乐会推向高潮。最后，音乐会在全场高
唱《歌唱祖国》的热烈气氛中落下帷幕。

作为我省一年一度的艺术盛会， 湖南
新春音乐会已成功举办了5届。本次音乐会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广播
电视台、湖南省演艺集团共同主办，由长沙
交响乐团演奏，长沙交响乐团艺术总监、团
长肖鸣与来自意大利的指挥家尼古拉·朱
利亚尼共同执棒。

2019湖南新春音乐会奏响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与省会

干部群众代表一道观看

1月29日，2019湖南新春音乐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