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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选举

本报1月28日讯 今
天下午， 在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后， 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湖南省第十一届委
员会第四次会议在长沙胜
利闭幕。

出席闭幕大会并在主
席台前排就座的有： 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省委副书记、省长
杜家毫，省政协主席、省委
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李
微微，武吉海、孙建国、 刘
晓、王晓琴、杨维刚、张大
方、欧阳斌、赖明勇、葛洪
元、袁新华。

在主席台就座的有全
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胡彪， 省党政军领导和老
同志孙金龙、熊清泉、杨正
午、刘夫生、王克英、郭开
朗、许又声、陈向群、易炼
红、张文雄、傅奎、黄跃进、
黄兰香、于来山、何报翔、
李友志、黄关春、张剑飞、
戴道晋、蔡振红、谭仲池、
姜英宇、文选德、许云昭、
卓康宁、杨汇泉、阳忠恕、
范多富、游碧竹、蔡自兴、
李贻衡、石玉珍、王汀明、
龙国键。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游劝荣， 武警湖南总
队政委贾龙武， 国防科技
大学计算机学院政委刘学
民在主席台就座。

闭幕大会由李微微、张
大方、欧阳斌、葛洪元主持。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
会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关
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
决议； 通过了政协湖南省
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关于十一届三次会议以
来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
议； 通过了政协湖南省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政治决议。
李微微向因工作或年

龄的原因不再担任省政协
主席的陈求发同志， 不再
担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武吉
海、袁隆平、王晓琴同志致
以崇高敬意， 向为我省政
协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的历任省政协
领导及广大政协委员表示
衷心感谢。她表示，一定继
承和发扬政协优良传统，
在历届省政协打下的良好
工作基础上， 尽心尽力做
好工作， 自觉接受群众监
督， 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
人民的重托。

李微微指出， 做好新
形势下我省政协工作，必
须贯彻中央要求， 按照省
委部署， 在全省工作大局
中主动找准位置、 发挥优
势， 以履职新成效彰显政
协新作为。 要始终坚守对
党的事业的忠诚， 切实在
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
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充
分发挥政协作为协商民主
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的作用；要始终突出为改革
发展汇智建言，努力通过政
协平台凝聚社会各界的智
慧，形成推动我省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合力；
要始终保持对人民群众的
深厚感情，广大政协委员要
牢记为民代言、为民建言的
责任和使命， 深入基层、深
入界别， 倾听群众心声，了
解社情民意，为改善民生提
出有见地、有分量的意见建
议；各级政协组织要围绕省
委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把
全省贫困群众的冷暖时刻
放在心上，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不懈奋斗。
■记者 龚化 肖德军 冒蕞

本报1月28日讯 今
天下午， 省政协十一届四
次会议召开选举大会。

同意辞免陈求发同志
十一届省政协主席、 委员
职务，同意辞免武吉海、袁
隆平、 王晓琴同志省政协
副主席职务， 同意辞免崔
永平同志省政协常务委员
职务。

选举李微微同志为十
一届省政协主席， 选举袁
新华同志为十一届省政协
副主席。

会上还增补了卢妹
香、朱建山、宋建民、陈书
山、胡颖、钟小汨6位同志
为十一届省政协常务委
员。
■记者 肖德军 龚化 冒蕞

以履职新成效彰显政协新作为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闭幕
李微微，女，汉族，1958年3月出

生，湖南宁乡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经
济学博士，1975年7月参加工作，
1976年7月入党。 现任省政协主席，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主要经历：
1975年7月至1978年3月，株洲

县下乡知青；
1978年3月至1981年12月，湖

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
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

1981年12月至1983年7月，株
洲市第二中学教师；

1983年7月至1985年12月，株
洲市团委副书记；

1985年12月至1990年12月，株
洲市团委书记；

1990年12月至1993年7月，团
省委副书记、党组成员；

1993年7月至1995年6月，团省
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

1995年6月至1997年12月，怀
化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其间：1992
年9月至1996年10月，湖南大学管理

工程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工学硕
士学位)；

1997年12月至2000年4月，省
招商合作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0年4月至2003年4月，省贸
促会会长、党组副书记(其间：2000年
3月至2001年1月， 中央党校一年制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03年4月至2006年11月，省
贸促会会长、党组书记；

2006年11月至2015年8月，省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其间：2003年9
月至2006年12月， 湖南大学国际贸
易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
博士学位)；

2015年8月至2016年1月，省委
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6年1月，省委常委、政法委
书记，省政协党组书记；

2016年1月28日， 省政协主席，
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

第十一届、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十一届省政协委员。

李微微同志简历

袁新华，女，汉族，1956年6月出
生，湖南长沙人，在职研究生学历，理
学博士，翻译，1973年5月参加工作，
1978年2月入党。 现任省政协副主
席、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
组书记。

主要经历：
1973年5月至1975年10月，省

农科院园艺所知青；
1975年10月至1978年10月，长

沙铁道学院外语系法语专业学习；
1978年10月至1986年1月，省

外办干部、省旅游局国旅处副科长；
1986年1月至1989年12月，湖

南芙蓉宾馆副总经理；
1989年12月至1991年2月，湖

南琵琶溪宾馆总经理；
1991年2月至7月， 大庸市武陵

源区副区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
理处副处长；

1991年7月至1993年10月，省
旅游局市场开发处处长；

1993年10月至1994年4月，省旅
游局办公室主任兼政策法规处处长；

1994年4月至1996年2月， 省旅
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湖南芙蓉宾馆
党委书记；

1996年2月至2000年4月，省旅
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00年4月至2003年4月， 省旅
游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

2003年4月至2008年6月，省旅
游局局长、党组书记(其间：2000年9
月至2005年6月， 中南林学院生态学
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 获理学博士学
位)；

2008年6月至2010年1月，省委
副秘书长、省韶山管理局党委书记；

2010年1月至2014年1月，省委
组织部副部长(正厅级)；

2014年1月至2月， 省政协党组
成员、机关党组书记；

2014年2月至2016年1月， 省政
协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组书记；

2016年1月28日， 省政协副主
席，省政协秘书长、党组成员、机关党
组书记。

第十一届省政协委员。

袁新华同志简历

“互联网+”时代的突破与坚守
电子商务在我省正呈爆炸式增

长。 我省移动互联网产业总收入连
续两年保持100%以上的增长。 2016
年，我省将完成500个行政村通宽带
和100万农户直播卫星户户通，深化
与国内知名电商的战略合作， 推动
“湘品出湘”和“湘品网上行”，促进
农村商贸综合服务体电商模式在全
省范围落地运营。 我省电子商务发
展将进入迅猛的“黄金时代”，也成
为了参加本次两会的代表委员热议
的话题。（详见今日本报A04版）

中国已然进入“互联网+”时
代，湖南也不例外。作为内陆省份
的湖南， 这次俨然碰到了一次极
佳的发展机遇： 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有一定的基础， 有一支在全
国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网络湘
军。 这是湖南互联网产业发展最
宝贵的资源。而从地域上来看，作
为连接中部与西部的桥梁、 贯通

北方与南方的要冲， 均衡的物流
成本与物流时效， 使得湖南的互
联网产业将会大有作为。

“互联网+”的妙处，不外乎是
通过开放的互联网平台， 把本地的
名优特色新产品销出去， 把外地的
我们需要的好产品买进来。 在代表
委员们看来， 要抓住这历史性的发
展机遇， 做大做强湖南的互联网产
业，就必须把现有的一些有基础、有
品牌且成长性好的企业， 培育成行
业领军企业， 同时重点扶持农村电
商，“输血”与“造血”要并重。这是很
有见地的。龙头企业的培育。其意义
自不待多言。当然，龙头企业一定是
政府扶持、市场选择的结果。农村电
商的发展潜力不可估量， 但其基础
相对薄弱，亟须政府的扶持、引导，
甚至是政府主导。比如，农村电商的
发展有两大硬件不可或缺， 一是农
村互联网基础设施， 一是物流配送

的交通体系。 随着农村电商的深入
发展， 这两大制约农村电商发展的
瓶颈问题便逐渐凸显。显然，政府责
无旁贷。

作为新生事物的电子商务，必
须运行在规范、有序的轨道上，这是
电子商务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如何
加速我省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同
时促进电商质量监管和诚信建设的
提质， 正在考验着湖南互联网产业
的商业智慧。而“互联网+”时代电
子商务的突破， 与对传统实体店的
坚守， 也引来了代表委员关注的目
光。电子商务确实无惧时空的阻隔，
但毕竟是一个商务平台， 它不可能
替代一切。餐饮、休闲、娱乐、文化等
体验式业态， 不可能完全消失。电
商、店商的互为补充、融合发展，不
仅是商业多元化的需要， 更是社会
和谐发展的标志。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省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召开选举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