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
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举
行第四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秘书处议案建议
组关于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湖南省2018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9
年计划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关于湖南省
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预算草案审
查结果的报告，决定将这3个报告印发全体
代表。

会议原则通过以下决议草案，提请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湖
南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情况与2019年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
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预算的决议
草案；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人民
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莲玉主
持。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李国斌 贺威
施泉江 陈勇 唐亚新 何金燕）今天，省领导
黄关春、黄兰香、胡衡华、冯毅、刘莲玉、杨维
刚、王柯敏、叶红专、周农、易鹏飞，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田立文等分别来到参加省十三届
人大二次会议的各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
查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黄兰香参加了湘潭市代表团的审查。
她说，“两院”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非公经
济的发展和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应对
2019年经济形势，要提前研判，做好分析，
强化担当作为，维护经济发展的正常秩序，
尽可能地保证企业正常经营。 要在全社会
加强法律宣传普及， 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
守法、法治意识，让全社会尊重、敬畏法律，
不断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为湖南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冯毅参加了解放军代表团的审查。 他
说，“两院”工作报告政治导向鲜明，始终把
政治建设摆在工作首位；法治导向鲜明，体
现了很强的法治精神， 反映了良好的法治

局面；目标导向鲜明，体现了很强的全局观
念。 下一步，“两院”要进一步为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为各类经济主体提供
有力的法律支持和权益保护； 进一步维护
我省社会大局稳定，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创造更加和谐的社会环境；
进一步强化改革期间军地法规执行， 依法
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权益。

刘莲玉参加了怀化市代表团的审查。 她
说，新时代赋予地方人大新使命。怀化市各级
人大及其常委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和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
持把党的力量挺在人大依法履职的最前沿，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力
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稳增长、促改革、调结
构、惠民生、防风险中彰显人大担当作为。

杨维刚参加了株洲市代表团的审查。
他说， 新一届省人大常委会在开局之年敢
于担当、勇于创新，立法、监督等各项职能
全面强化，取得了显著成效。 他希望株洲市

人大常委会继续积极履职尽责， 科学务实
立法，加强立法供给，完善法治保障；强化
监督工作，高悬“法律巡视”利剑，督促法律
法规有效实施；做好代表服务工作，保持代
表履职的动力和活力。

周农参加衡阳市代表团审查时指出，
近年来， 衡阳市人大工作取得了不少实实
在在的好成绩， 要再接再厉， 取得更大成
绩。 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加强政治建设，坚
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
之间有机统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促
进高质量发展、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围
绕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要求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田立文在参加娄底市代表团审查时
说，2019年，全省法院将紧紧围绕“努力实
现全省法院工作走在全国法院前列” 的目
标，开展“审判质量、效率和公信力提升年”
活动，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大力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提供有力的司法
服务和保障。

黄关春参加了张家界市代表团的审
查。 胡衡华、王柯敏参加了长沙市代表团的
审查。 叶红专参加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代表团的审查。 易鹏飞参加了郴州市代
表团的审查。

用法治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参加各代表团分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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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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2019年1月29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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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张健同志代表政协湖南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关于政协湖南省
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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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2019年1月25日至
29日在长沙举行。

会议专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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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们一
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进一步
回答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一系列方向性、
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是做好新时代政
协工作的根本遵循。 委员们表示，要以新时
代奋斗者的姿态和干劲， 着力增强履职尽
责的意识、 能力和成效， 切实做到不辱使
命、不负荣光。

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
这次会议，省委书记杜家毫、省人民政府省
长许达哲等领导同志出席会议， 听取大会
发言，参加联组讨论，与委员共商改革发展
大计。 会议期间，杜家毫书记、许达哲省长
就4份大会发言、13件提案作出批示。 杜家毫
书记在参加联组讨论时发表讲话， 充分肯
定政协工作，并提出新的希望和要求，强调
要把握新方位新使命， 聚焦推动湖南高质
量发展，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
识，精准建言资政；注重加强自身建设，提
升履职能力，改进工作作风，展示新时代政
协新气象新风貌， 为全省政协工作提供了
重要遵循。 会议审议批准李微微同志代表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
作的工作报告， 审议批准张健同志代表政
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
的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审议通过了有关人
事事项。 委员们列席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听取并协商省政府
工作报告，协商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等，对上述报告均表示赞同，
并提出意见建议。 委员们以强烈的使命担
当，积极履行职责，通过提案、大会发言、小
组讨论、反映社情民意等形式，深入协商议
政、建言资政。 会议风清气正、团结民主、务
实高效， 充分彰显了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和生机活力。
会议认为，2018年，在中共湖南省委的

坚强领导下， 全省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
决打好三大攻坚战，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新成就。 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中， 全省人民意气风
发、信心满怀、团结奋进。 一年来，省政协坚
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作为统揽工作的总纲，深入推进“助推新发
展，建设新湖南”和“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主题活动，努力建设务实智慧
开放和谐政协，理论武装得到新加强，服务
大局体现新成效，政协协商焕发新活力，助
推民生改善彰显新作为， 三项职能融合履
职取得新突破，开放协作呈现新气象，团结
联谊凝聚新合力， 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展
现新风貌， 实现了本届政协工作的良好开
局，在全省工作大局中体现了政协担当、彰
显了政协作为。

会议指出，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和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之年。 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
大政协委员， 要进一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中共湖
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牢牢把握新时代推
动人民政协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
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
作用的新方位新使命， 把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 广泛凝聚共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
节，深化务实智慧开放和谐政协建设，推动
政协协商渠道更加畅通、平台更加宽广、形
式更加活跃、成效更加明显，切实把中共中
央、 中共湖南省委对政协工作的要求落实
下去， 把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不负时代的重托和
人民的期望。

会议强调，做好今年我省政协工作，必
须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把提质增效贯
穿工作全过程，推动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着力抓好政协党的建设。 以政治建设为统
领，落实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探索完
善专委会分党组工作机制， 推动政协党建
“两个全覆盖”， 引导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
各界人士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着力加强思想政
治引领。 建立完善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
向发力的制度机制， 把凝聚共识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通过协商民主和政协制度的
有效落实， 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中共
湖南省委的决策部署转化成全省各族各界
的自觉行动。 着力提高议政建言水平。 坚
持问题导向、 质量导向、 效果导向， 坚持
把调查研究做得更实， 把协商议政做得更
深， 把界别工作做得更活， 把提案工作做
得更优。 着力推动机制创新。 更好融合三
项职能， 深化多级联动， 提高整体效能。
进一步建好用好政协云， 把政协云打造成
政协组织的创新云、 政协委员的智慧云、
人民群众的贴心云。 加强政协理论与实践
研究， 不断推动理论、 制度与工作创新，
使政协工作更好体现时代要求、 彰显生机
活力。 着力转变工作作风。 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加强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
学习教育，提振精神状态，提升履职能力，
更好担当人民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
动者的政治责任。

会议号召，全省各级政协组织、政协各
参加单位、 广大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同心
同德、群策群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而不懈奋斗！

� � �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期间，广大政协委员、省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
专门委员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特
别是关于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题，通过提案积极建言献
策。

截至1月27日16时， 共收到提案1012件，
其中集体提案117件，委员个人提案895件。 根
据湖南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和提案审查工作
细则，经审查，立案652件，其中含并案提案44
件（由199件提案合并），立案率79.7%。 不予立
案205件，对不予立案的提案视情以意见和建
议等形式转送有关部门参阅。

在立案提案中， 经济建设类280件，占
42.9%；政治建设类54件，占8.3%；文化建设类
90件，占13.8%；社会建设类181件，占27.8%；
生态文明建设类47件，占7.2%。

本次会议提案工作有以下主要特点：一是
委员履职热情高。提出提案的委员658名，占委
员总数的87%，展现出良好的履职意识和履职
风貌。 二是提案质量明显提升。 提案者严格按
照“提案不在多而在精”的要求，提案选题贴近
实际，建议具体可行，提案整体质量较高。三是
集体提案比重增加。政协各参加单位充分发挥
组织人才优势，谋划早、部署早、行动早，积极
将日常调研、会议协商、大会发言等议政成果
转化为集体提案，集体提案数量比去年提高了
20.6%，较好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 四是审查
立案更为严格。 实行提案提交关口前移，大会
开幕前收到提案575件，占56.8%，避免了全会
期间提案过于集中， 保障了审查立案时间，通
过提前介入，严格审查标准和程序，确保了立

案质量。 五是网络提交已成常态。 提案者通过
政协云、 提案网络系统提交提案1009件，占
99.7%，适应了提案工作信息化、规范化新要
求。

提案内容丰富，涉及面广。经济建设方面：
主要涉及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高质量发
展、三大攻坚战、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区、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加大承接产业转移、民营经济
发展、深化国企国资改革、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和园区建设等内容。 政治建设方面：主要涉及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政府服
务体系建设、 开展民营经济政策落实监察、加
强干部队伍建设等内容。 文化建设方面：主要
涉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湖湘文化
与“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推进地方特色文
化传承发展、增强现代公共文化有效供给等内
容。 社会建设方面：主要涉及化解脱贫攻坚决
战期难点问题、推进健康扶贫政策落实、创新
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健全
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发展健康养老事业等内
容。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主要涉及打赢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加大长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力
度、加大四水流域源头治理、推进垃圾资源化
利用、深化农村环境整治等内容。

省委、 省政府领导高度重视政协提案工
作，会议期间，杜家毫、许达哲等省委、省政府
领导对《以创新型省份建设引领湖南高质量发
展》《加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政府服务体系建
设》等13件提案作出批示，对提案办理工作提
出明确要求。

大会闭幕后，立案提案将交由相关承办单
位办理。同时，遴选重点提案，经主席会议审定
后开展督办。

对本次大会提案截止日期以后收到的提
案，按相关程序及时审查，立案后送交相关承
办单位办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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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29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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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准李微微同志代表政

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
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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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9年１月29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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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决议
（2019年1月29日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
午，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选举大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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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灼华和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政委夏志和出
席。

会议由贺安杰、张健、张灼华主持。出席本

次大会的委员应到749名，实到705名，符合规
定程序。大会通过了关于增加第十二届省政协
1名常务委员名额的决定； 通过了政协湖南省
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选举办法；通过了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总监
票人、监票人名单。

会议增补曹英华为第十二届省政协常务
委员。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选举大会
增补曹英华为第十二届省政协常务委员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陈昂昂）“感
谢大家的努力！”今天中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来到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新闻中心，看望奋
战在报道一线的新闻工作者。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贺安杰，秘书长卿
渐伟一同参加看望。

此次省两会， 各媒体通过全媒体发力，融
媒体传播，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递到了千家万
户。 湖南日报社启用“中央厨房”，策划推出了
“追梦新湖南” 系列专题、《小苏带你看两会》
《小恒说“厅”》和《两会聊天室》等众多融媒体
栏目，及时生动地传递和呈现大会盛况和委员
履职的精彩瞬间，讲好了政协故事，传播了履
职声音，获得广大委员和群众的点赞。

在新闻中心，李微微一行看望慰问了湖南
日报、新湖南、湖南卫视、红网、湘声报、文史博
览等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详细了解各媒体围绕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策划选题、采访播发新
闻的情况。

李微微说，省直主要媒体启动全媒体的宣
传机制，对政协会议的宣传启动早、策划选题
准，跟进及时，宣传报道做得有深度、有温度、
有成效、接地气。通过宣传报道，委员的履职故
事得到更广泛传播， 激发了委员履职的积极
性， 极大促进了委员履职能力和水平提升，推
动政协工作做得更实、更新、更细、更好，为加
快凝聚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共识、智慧
和力量作出了应有贡献。

李微微看望省两会新闻工作者

讲好政协故事
凝聚共识智慧力量

荨荨（紧接1版）要以学习强化使命担当，对
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准确把握推动人民
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发挥好专门
协商机构作用这一新方位新使命， 有效协
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更好担当人民政协
制度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
要以学习强化素质能力，做到懂政协、会协
商、善议政。

“让我们崇尚创新、勇于创新。”李微微
强调，要在创新履职中更好服务发展大局，
自觉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双助”主题活动
和委员“双行动”做深做细做实，把履职重
点更多放到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
思考上来，把关注焦点更多放到助推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上来。 要在

创新履职中充分彰显为民情怀， 不断创新
完善政协云“微建议”“委员工作室”“热点
关注”“远程协商”等功能，推动政协工作向
基层延伸、委员履职向基层下沉。要在创新
履职中不断提高工作质量， 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
探索建立协商议政质量体系， 推动政协工
作提质增效。

“让我们崇尚团结、增进团结。”李微微
指出，要倍加珍惜团结，政协工作必须把加
强大团结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要主动维
护团结，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政协工作的中心环节， 通过线上线
下融合，不断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
会各方面意见诉求在政协平台交流交融，
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凝聚共识、扩大共识，

不断巩固各党派团体、 各族各界人士团结
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要努力促进团
结，进一步深化党派合作共事，加强与党外
知识分子、民族宗教人士、港澳台同胞、海
外侨胞的团结联谊， 密切与非公有制经济
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出国和归国留学
人员的联系沟通，以道相交同甘苦、以诚相
交见肝胆、以志相交共奋斗，团结凝聚同心
共建新湖南的最大正能量。

“一切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成于实
干。”李微微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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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终保持锐意进取
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以梦为
马、扬鞭奋蹄，奋力书写新的精彩答卷，向中
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70周年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