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肩负着全省人民的重托，出席省十二届人大七次会议的700多名省人大代表陆续抵达省会长沙，向
大会报到。图为永州市代表团代表抵达驻地。 记者 罗新国 摄

1月12日， 长沙寒风斜雨，
出席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的
委员们没受丝毫影响， 精神抖
擞。他们带着履职的热情，陆续
抵达长沙向大会报到。

来自农业界别的周奇志委
员下午4点多抵达驻地，她热情
地和工作人员打招呼。 担任政
协委员数年来， 她的提案多次
获评优秀提案， 还在2016年省
政协十一 届四次会议上作大
会发言。

作为一家高科技生物企业
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女企业家，
她关注创新创业、城市建设、生
态保护等方面，此次大会，她带

来了三个提案。“我们一起为更
美丽富饶幸福的新湖南努力。”
周奇志说。

在每个驻地的显眼位置，
都立着一块“八不准” 的展示
牌，这是此次会议“八不准”纪
律规定， 明确委员们不得擅自
在外就餐、住宿，不参与吃请，
不出入娱乐休闲场所， 不得以
任何手段妨害委员正确行使权
力等。 展示牌还公示了举报电
话及举报网站。

寒冷的天气抵挡不住政协
委员履职的热情， 截至12日晚
7：30， 大会提案组共收到提案
217件。 ■记者 虢灿

本报1月12日讯 今天下
午，省政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即将开幕的政协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有关情况
对新闻媒体进行公开发布。省
政协研究室副主任、 新闻发言
人江涌在会上发布， 政协湖南
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将于1月13日上午9时在湖南省
人民会堂开幕，1月17日上午闭
幕，会期5天。 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孔和平主持发布会。

开幕式全程网络视频直播

本次全会的主要议程是：
听取和审议政协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 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四次
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
告； 列席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 听取并
协商政府工作报告，协商计划、
财政报告和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审议
通过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 政协
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十一届
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报
告的决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十一
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草案）；协商通过有关人事
事项和其他重要事项。

同时， 本次全会除了安排
四次大会外， 还将安排两场大
会发言。 省政协委员将重点围
绕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精准
扶贫、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关于
湖南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
态等方面的重要议题积极建言
献策。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和
有关厅局负责人将出席会议听
取大会发言，参加分组讨论和界

别联组讨论。 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人民检察院负责人也将听取
委员们对“两高”报告的意见。

据悉， 本次全会的开幕会
和有委员大会发言的第二次大
会将进行全程网络视频直播，
“湖南政协云”和手机APP上可
同步收看。 这是省政协全会开
幕式首次网络直播。

“政协云”
打造不落幕的政协全会

江涌透露， 经过近一年的
建设，“湖南政协云” 已经全部
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并将在1月
13日上午的开幕会上举行上线
仪式。

“湖南政协云”是啥？简单
来说，是运用“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 技术研发的政协履职平
台。 在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基
础上， 该平台通过网站、 手机
APP、微信等载体，运用图、文、
影、 音多种展现方式， 实现线
上、线下深度融合，使委员在互
联互通、互动互助中，迈入履职
的“掌上时代”，随时随地提出
微提案、微建言，开展微协商，
实施微监督， 让全社会时时感
受到“政协离我很近，委员就在
身边”。

据介绍，“湖南政协云”的
建设就是要使政协履职工作聚
焦党委政府中心工作的最前
沿，打通委员联系群众“最后一
公里”，建立起党委政府、政协
组织、政协委员、社会公众之间
“上下联动，多方互动”的履职
云格局， 打造出协商民主广泛
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湖南模
式”，打造不落幕的政协全会。

关注民情、 反映民意是省
政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16年， 省政协关于社会建设
和民生改善方面的提案， 占到
全年提案总数的31.8%，切实推
动了一些民生问题的解决。

■记者 陈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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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2日讯 审议通
过省本级地方性法规7件，对
14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打包修
订； 首次以电子票决方式，对
审计整改情况开展满意度测
评；人大代表提出的1284件建
议，全部办理完毕……

回顾过去一年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一条鲜明
的主线清晰可见，那就是在中
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下，立
法先行护航改革发展，监督有
力彰显民生情怀。

以民为本
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大气污染是人民群众的
“肺腑之痛”。2016年， 省人大
常委会启动制定大气污染防
治条例，厘清相关部门职责分
工，严格空气质量达标管理等
制度，建立大气污染防治特护
期制度，为改善大气污染环境
质量、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提供法制保障。

过去一年， 省人大常委会
共审议通过省本级地方性法规
7件，对14件地方性法规进行打
包修订，对6件法规草案进行了
初步审议， 批准市州地方性法
规12件， 批准民族自治地方单
行条例3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
是省人大常委会坚持抓住提高
立法质量这个关键， 注重统筹
协调全省立法工作的结果。

首次对审计整改情况
开展满意度测评

审计出的问题，整改了又
犯，年年审年年有。为了破解
这个老大难问题，2016年省人
大常委会以电子票决方式，对
省发改委等18个单位审计整
改情况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使
监督方式更加直接有力。这在
湖南省尚属首次。

2016年，省人大常委会加
强了对脱贫攻坚、经济结构调
整等改革发展重大问题的监
督……此外，针对食品安全、生
态环境等重大民生问题， 省人
大常委会也强化监督措施，保
障和促进了民生改善。全年，省
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专项工
作报告9项， 对134份规范性文
件进行了备案审查。

对承诺办理建议
开展跟踪督办

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确
定的3件议案，相关专门委员会
提出了审议结果报告。 人大代
表提出的1284件建议， 已经全
部办理完毕， 代表建议所提问
题已解决的达到43％。2016年，
省人大常委会首次对上年度承
诺逐步办理落实的建议开展跟
踪督办。 督办的768件建议，已
有404件得到解决或基本解决。

■记者 吕菊兰

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今日开幕
全程网络视频直播 “政协云”上线，打造不落幕的政协全会

注重跟踪整改促民生改善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2016年工作亮点回眸

省人大代表抵长报到

委员报到热情高，提交提案超200件

1月12日， 潇湘华天酒店，一
身红色旗袍的唐波委员由志愿者
推着前来报到， 高位截瘫的她只
能靠轮椅出行， 而开车将她从株
洲送往长沙的也是一位坐着轮椅
的残疾人。“希望更多人来关注残
疾人，真正实现‘无障碍’通行。”
唐波说。

唐波来自株洲市荷塘区残
联， 二十多年前因为车祸受伤致
残， 出行靠轮椅。 正是这亲身体
验， 让她感受到了无障碍措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多地方虽然有无障碍的通
道、卫生间等设施，实际使用起来
却不尽人意。”唐波说，很多公共场
所的无障碍卫生间经常堆满杂物，
又脏又乱；一些无障碍通道看上去
很通畅，实际有好几厘米甚至十几
厘米的落差，轮椅根本推不上去。

此次大会， 唐波将呼吁完善
全省残疾人无障碍免费停车位。
唐波建议： 在公共场合都应该配
建无障碍免费停车位， 并设置在
停车场最方便停车的位置， 且比
一般停车位要宽， 以适应轮椅驾
驶者收放轮椅。 对于在建的公共
停车场所， 如果没有按要求配建
无障碍免费停车位， 不能通过验
收。 ■记者 虢灿

配建无障碍停车位
方便残疾人开车出行

代表委员风采

人大回眸

记者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