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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努力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

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召开

毛致用出席 张春贤周强胡彪讲话

9

月

11

日，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大会在省委礼堂举行。 本报记者 张目摄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努力开创全省政协工作新局面

———在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摘要）

（

2009

年

9

月

11

日）

张春贤

中央第一地方巡视组

来湘开展巡视工作

张春贤主持见面会并作汇报 周声涛讲话

商务部与省政府签署部省合作协议

推动湖南商务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张春贤周强会见陈德铭

9

月

11

日，商务部与省政府在长沙签署部省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省委书记 、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主 任 张 春 贤 在

省 委 政 协 工 作

会 议 暨 庆 祝 人

民 政 协 成 立

60

周 年 大 会 上 作

重要讲话。

本报记者

张目摄

杂交水稻技术对外合作部长级论坛在长举行

陈德铭周强致辞 袁隆平发表演讲

18个国家官员代表及20个国际组织官员和国内外水稻专家发表演说

歌舞同庆人民政协60华诞

《同舟前行》大型文艺晚会举行

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孙敏坚）

今晚， 长沙世界之窗五洲大剧场内华

灯璀璨、 歌声嘹亮、 舞姿翩翩， 庆祝

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大型文艺晚会

《同舟前行》 在这里隆重举行。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 省委

副书记、 省长周强， 省政协主席胡彪

观看演出。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生、 许云昭、

杨泰波、李微微、谢勇、石玉珍、阳宝华、

王汀明、魏文彬、谭仲池、何报翔、龚建

明、阳忠恕、蔡自兴、徐有恒，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龚佳禾出席晚会。

晚会在大型歌舞《祝福祖国》中拉

开帷幕，热烈欢腾的舞蹈展开了一幅全

国各族人民携手共创美好明天的多彩

画卷。配乐朗诵《讲述》深情回顾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事

业的光辉历程。大型舞蹈《同舟前行》舞

出了人民政协阔步奔向未来的豪迈情

怀，将晚会气氛推向高潮。

晚会在歌舞《我和我的祖国》中落

幕。李谷一、郁钧剑等著名歌唱家和唐

国强等著名演员倾情演出，精彩纷呈的

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中办国办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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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创辉煌 同舟共济谱新篇

各界热议“双百”人物新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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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发表社论纪念人民政协成立60周年

我省21个县市纳入试点

中央巨额投入补助困难农户危房改造

相关报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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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李勇 陈亚

静）

60

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

60

年波澜壮

阔再创辉煌。今天上午，省委政协工作会

议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大会在长

沙隆重召开。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毛致用出

席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春贤，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省政协主席

胡彪讲话。

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生、 王克英、黄

建国、许云昭、李江、杨泰波、杨忠民、陈润

儿、李微微、路建平、戚和平 、谢康生 、谢

勇、陈叔红、蔡力峰、刘力伟、徐明华、韩永

文、孙载夫、石玉珍、阳宝华 、王汀明 、刘

晓、龙国键、魏文彬、谭仲池、何报翔、龚建

明、文选德、刘国安、杨汇泉、阳忠恕、方毓

棠、范多富、游碧竹、蔡自兴、林子亮、李贻

衡、姚守拙、卢光琇、章锐夫、徐有恒出席

大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省武警总队政委

赵富栋也出席了大会。

今年是人民政协

60

华诞。

60

年前的

9

月

21

日至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一届全体会议宣告了新中国的成立，开启

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省人民政协事业

也走过了近

60

年的光辉历程 。

1950

年

10

月，湖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成

立。

1955

年

2

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正式成

立。 历届省政协在中共湖南省委的领导

下， 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

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

职能。政协工作的成效，在政治、经济、文

化、 社会建设各个领域都得到了显著体

现， 受到社会各界和全省人民的普遍赞

誉。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科学发展观和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总

结近几年来全省政协工作，研究部署新形

势下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党对政协工作的

领导，积极支持各级政协组织紧紧围绕团

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切实履行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努力开创全省

政协工作新局面，更加广泛地凝聚各方面

的智慧和力量， 为推进科学跨越共同奋

斗。

张春贤在会上发表讲话（讲话摘要另

发），代表省委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大

政协委员、政协各参加单位和政协机关工

作人员，向历届为人民政协事业作出贡献

的老同志， 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

意。

（下转

2

版

①

）

这次省委政协工作会议，是在喜迎新

中国

60

华诞和人民政协成立

60

周年之际，

省委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多年来，特别

是

2004

年全省人大、 政协工作会议以来，

全省各级党委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政协工

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加强对政

协工作的领导，形成了党委重视、政府支

持、政协主动、各方配合的良好局面，有力

地促进了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各级政协

始终坚持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创新

工作方式，拓展履职渠道，认真履行职能，

为巩固和扩大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促

进我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

社会建设， 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

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深刻认识新形势下加强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意义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和重大决

策，就如何加强人民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

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深入学习、深刻领会、

坚决落实。尤其是

2006

年颁布的《中共中

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 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第一个全面阐述政

协工作的文件，对于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协

工作，具有战略性的意义，我们要始终如

一地贯彻好、执行好，进一步发挥人民政

协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一）加强人民政协工作，是全面落实

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的客观需要。当前，我省正处在积极应对

金融危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

时期，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富民

强省的攻坚阶段，尤其需要把各方面的力

量更广泛地凝聚起来。 政协人才荟萃、联

系广泛、渠道通畅，能够比较客观地调查

研究、建言献策，能够比较及时地反映方

方面面的意见和愿望。

（下转

2

版

②

）

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蒙志军

陈亚静）经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研究

决定，中央第一地方巡视组进驻我省开

展第三轮巡视工作。今天下午，巡视组

与我省省级领导班子见面会在长沙举

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

贤主持见面会，并汇报了省委、省政府

工作。巡视组组长周声涛讲话，巡视组

副组长张秀明，巡视组全体成员，中央

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副局

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任爱军出席见

面会。

省领导周强、 黄建国、 许云昭、李

江、于来山、杨泰波、陈润儿、戚和平、谢

康生、唐之享、谢勇、陈叔红、蔡力峰、阳

宝华，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出席见面会。

2003

年以来，中央巡视组先后来我

省开展了两轮巡视。 此次是第三轮巡

视， 也是党的十七大之后的新一轮巡

视。

周声涛指出，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

是党中央为加强党内监督作出的重要

决策，也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

进性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党中央对开

展巡视工作高度重视，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在研究有关工

作时，多次对巡视工作提出重要指导性

意见。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是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保持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关键一年， 也是贯彻落实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

要》，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的重要一年。我

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

要意义，真正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策

和部署上来，进一步发挥巡视工作在强

化党内监督、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各项

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周声涛指出， 按照中央的要求，新

一轮巡视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

党的十七大、十七届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

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以《中国

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

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试行）》等党内法规为依据，加强对

被巡视地区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的监督，维护党的纪律，保证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贯彻

落实。 （下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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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

9

月

11

日讯 （记者 徐蓉

唐婷 孙敏坚）商务部与省政府今天在

长沙签署部省合作协议，携手建立促进

商务事业发展的部省合作机制，充分发

挥部、省优势，进一步推动湖南商务事

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 省委副书记、

省长周强会见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并共

同出席签署仪式。

根据合作协议，商务部与省政府将

在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加强开放平

台建设、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加快

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外包、推进商务信息化建设、培育高素

质商务人才队伍等重点领域开展广泛

合作。商务部将支持湖南省企业做大做

强，培育自主国际知名品牌，提高国际

市场竞争力；支持湖南省企业通过赴境

外参展办展、设立海外营销或研发机构

等方式开拓国际市场， 扩大进出口业

务； 支持湖南省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发

展加工贸易；支持湖南省充分利用杂交

水稻、工程机械、有色金属等优势产业，

加快“走出去”步伐；支持湖南省加快城

乡现代流通市场体系建设，推进“家电

下乡”、“汽车、 摩托车下乡”、“万村千

乡”市场工程、“双百”市场工程和“农超

对接”等工作；支持湖南发展服务外包

产业，开展商务人才境内外培训。湖南

省将加大地方政策支持力度，努力培育

壮大外贸经营主体，大力推进科技兴贸

战略，努力推动贸易方式的转变，扩大

进出口规模，保持对外贸易平稳增长。

会见中，张春贤对商务部一直以来

给予湖南的支持表示感谢。

（下转

3

版

②

）

本报

9

月

11

日讯（记者 左丹 胡宇芬

唐婷）在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

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空前关注的今

天，由国家商务部、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

的“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对外合作部长级论

坛”在长沙隆重开幕。

商务部部长陈德铭， 湖南省省长周

强，副省长甘霖，“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

程院院士袁隆平，利比里亚工商部部长米

塔·贝索露，几内亚农牧业部长萨侬·阿卜

杜拉赫曼， 马里农业部部长阿加塔姆·阿

格·阿拉萨纳， 巴基斯坦食品和农业部国

务部长拉菲克·贾玛里， 东帝汶农渔部部

长马瑞安诺·洛帕斯以及贝宁、柬埔寨、科

特迪瓦、厄瓜多尔、老挝、尼日利亚、塞拉

利昂、斯里兰卡、喀麦隆、肯尼亚、缅甸、刚

果（金）、多哥等国农业部官员，孟加拉等

国家驻华使节，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

食计划署官员， 以及国内外水稻专家，国

家商务部、农业部、外交部等部委领导及

相关机构、企业代表共

200

多人参会。商务

部副部长傅自应主持论坛。（下转

3

版

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