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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 湖南日报社出版

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 中央军

委人才工作会议 26 日至 28 日在京召

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强军之道，要在得人。人

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

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对

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把我军

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贯彻中央人

才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

才强军战略，确保为实现建军一百年

奋斗目标提供坚实支撑，人才总体水

平跻身世界强国军队前列。

26 日下午 4 时许，习近平来到京西

宾馆，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会议

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在讲话中首先强调，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百

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强调要

坚持党管人才原则，

▲ ▲

（下转12版）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

聚焦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

湖南日报 11 月 28 日讯（全媒体记者 邓晶

琎 周帙恒）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

会，在选举产生中共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和第

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通过关于十一届省委报

告的决议、关于十一届省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后，于 28 日上午在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张庆伟同志主持大会并讲话。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会委员有：张庆伟、毛伟明、朱国贤、黄兰香、王双全、

谢建辉、张剑飞、冯毅、李殿勋、王成、吴桂英、魏

建锋、杨浩东。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杨正午、王克英、胡彪、

刘莲玉等在职省领导、特邀代表、不是党代表的

第十一届省委委员中的省领导、大会主席团其他

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应到代表 749人、特邀代表 5人，共 754人，

因事、因病请假 6人，实到 748人，符合法定人数。各

民主党派省委会、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不是党代表的第十一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和

省纪委委员、省监委委员，部分省直单位、高校、企

业和中央在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列席大会。

根据本次代表大会选举办法和中央有关规

定，在总监票人、副总监票人和监票人的监督下，

到会代表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由 93 名

委员、17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湖南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选举出由 55 名委员组成的中共湖南省第

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当大会宣布选举结果

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关于中共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报告的决议》

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

湖南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张庆伟发表讲话。他

说，这次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一届省委报告和省

纪委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是一次高举旗

帜、团结鼓劲的大会，是一次风清气正、奋发向上

的大会，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必将

进一步动员和激励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

群众，满怀豪情和自信开局“十四五”、开启新征

程，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湖南新篇章。

▲ ▲

（下转3版①）

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张 庆 伟 主 持 大 会 并 讲 话

选举出由93名委员、17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共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选举出由55名委员组成的中共
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通过关于十一届省委报告的决议、关于十一届省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

上图：11月 28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圆满完成大会的各项议程后在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左图：11月 28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胜利闭幕。张庆伟主持大会并讲话。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六次会议

张庆伟同志主持

湖南日报 11 月 28 日讯（全媒体

记者 邓晶琎）28 日下午，刚刚当选新

一届省委书记的张庆伟和新一届省委

常委，亲切看望慰问省第十二次党代

会秘书组、新闻宣传组工作人员。

张庆伟代表新一届省委常委班子，

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他指出，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圆满成功召开，是党中央坚强

领导的结果，也是广大代表认真履职的

结果，还是全体工作人员辛勤努力的结

果。全体工作人员密切配合、严谨细致、

守正创新，精心组织开展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会务和新闻宣传工作，营造了会场

内外关心关注党代会的浓厚氛围，为大

会胜利召开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大家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做好每一项工

作，把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学习好、

宣传好、贯彻好，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张庆伟看望慰问省党代会
秘书组新闻宣传组工作人员

湖南日报 11 月 28 日讯（全媒体

记者 邓晶琎 周帙恒）28 日上午，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

议。张庆伟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总监票人关于十二

届 省 委 委 员 、省 委 候 补 委 员 和 省 纪

委 委 员 选 举 计 票 结 果 的 汇 报 ，确 定

了省委十二届一次全会和省纪委十二

届一次全会召开的时间和会议主持

人。

书 记：张庆伟

副书记：毛伟明 朱国贤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名单

张庆伟 毛伟明 朱国贤 王双全 李殿勋 王成 吴桂英（女） 隋忠诚

谢卫江 魏建锋 杨浩东 张迎春（女） 南小冈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书 记：王双全

副书记：许忠建 程纪龙 张建平 蔡亭英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书记、副书记名单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王双全 许忠建 程纪龙 张建平 蔡亭英 黄立峰（女） 罗智斌 熊文辉

刘泽友 樊凤鸣（土家族） 罗国宇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第十二届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张庆伟当选省委书记，毛伟明朱国贤当选省委副书记
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的报告》

张庆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全媒体记者 邓晶

琎 孙敏坚）28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沙举行。

张庆伟同志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

委托主持会议。第十二届省委委员、候补委员

出席会议。第十二届省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全会听取了张庆伟同志所作的关于第十二

届省委领导班子人事安排的说明，讨论通过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一次

全体会议选举办法》，推选并通过监票人名

单，酝酿了第十二届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和

书记、副书记候选人名单。

本次全会应到省委委员 93 人，实到 93 人；

应到候补委员 17 人，实到 17 人，符合法定人

数。委员们按照选举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了

无记名投票。张庆伟、毛伟明、朱国贤、王双

全、李殿勋、王成、吴桂英、隋忠诚、谢卫江、魏

建锋、杨浩东、张迎春、南小冈 13 位同志当选

第十二届省委常务委员会委员；张庆伟当选

省委书记，毛伟明、朱国贤当选省委副书记。

选举结果公布时，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

（下转3版②）
11月 28日下午，新当选的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集体合影。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尚文 摄

郑建邦在湘考察并出席助学活动时强调

坚定理想信念 厚植家国情怀
湖南日报 11 月 28 日讯（全媒体

记者 施泉江）11 月 26 日至 28 日，全

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郑建邦在湘考察。

郑建邦一行实地考察了石门县第

一中学，并在石门出席了湖南省郑洞

国教育基金会 2021 年度园丁奖助学

金颁发仪式。

郑洞国教育基金会于 2008 年 4 月

在湖南发起设立，至今已累计募集捐

款 2000 余万元，共奖励了石门县第一

中学、洞国学校、夹山镇完全小学等贫

困地区学校的 152名优秀教师、1388名

学生。其中，今年共有 15名教师荣获园

丁奖，并有 140名学生获得助学金。

仪式现场，郑建邦向社会各界爱

心人士对基金会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

衷心感谢，向获奖老师和同学表示祝

贺。他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大喜之年，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

山”，找到了一条使国家强盛、人民富

裕的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

的伟大奇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新征程上，作为“强国一代”，希望

同学们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厚植家

国情怀，志存高远，成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 ▲

（下转3版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