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9日上午，委员们开心地在省人民会堂前合影，庆祝省政协十二
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记者 田超 摄

本报1月29日讯 今天，省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王柯敏来到省
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工作
者驻地，看望慰问奋战在报道一
线的新闻工作者。

在湖南日报社前方报道组
驻地，王柯敏对湖南日报社各媒
体的新闻报道给予了充分肯定：
“你们的报道融媒体特色鲜明、

分量重、形式新、效果好，充分展
现了新时代人大代表履职为民
的风采。”

王柯敏说， 此次省人代会报
道，融合传播特色鲜明，全体新闻
工作者把版面和镜头对准基层，尽
可能地反映来自基层的呼声，传递
了好声音，放大了正能量，扩大了
会议的影响力。 ■记者于振宇

连线

本报1月29日讯今天上午，省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召开选举大
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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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昂昂

本报1月29日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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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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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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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和力量做出了
应有贡献。 ■记者 陈昂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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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委日前公布《关于
加强中小学APP、互联网群组、公
众账号管理的通知》。 要求各区
在 3月 1日前对中小学使用的
APP、 微信群、QQ群， 以及微信
公众号、微博账号进行全面排查
整改。 一旦发现包含色情暴力、
网络游戏、商业广告等内容及链
接，利用抄作业、搞题海、公布成
绩排名等应试教育手段增加学生
课业负担等要立即停用、 卸载
APP、退订业务、解散群组、取消关
注或注销公众账号，涉嫌违法违规
的要报告公安及职能部门查处。同
时提出，要尊重学生隐私，不攀比家

庭背景、不晒娃，不刷屏问候、点赞，
不得发红包。（1月29日 新京报）

APP、微信群、公众号、微博
账号等目前被各中小学广泛使
用， 从传播的便捷性以及家校双
方沟通的效率性来说， 这些网络
平台无疑是很有必要的存在。但
运用久了之后， 这些新生事物难
免会出现一些问题， 譬如APP内
容的异化、 家长在微信群给老师
发红包， 以及各种攀比、 溜须拍
马、晒娃、无意义的刷屏等等，这
些问题给老师、家长、学生都形成
了很大的困扰， 对其进行排查整
改，让平台回归本义，是对教学秩

序的保障， 更是对家校社交圈子
的激浊扬清之举。

前几日有新闻报道， 教育部
门在全力整顿校外培训机构之
后，出现了“线下整顿线上补”的
现象， 一些实体培训机构转战网
络， 不排除就会利用APP的模式
与热衷应试教育的学校、 老师一
拍即合。为了分数、升学率而战仍
然是不少教育从业者不愿放弃的
教学模式， 而不少进入校园的
APP早已是教学提前化、超标化、
加强化的辅助工具， 同时又因其
极具隐蔽性， 导致无法及时有效
地管理和整治。这样一来，不仅与

提倡的学业减负背道而驰， 也加剧
了应试教育的固化， 难以真正退出
历史舞台。

微信微博作为社交平台，承担的
本是沟通交流的任务，但俗语说“有
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在不少新闻报
道中，因微信群引发家校之间、家长
之间矛盾的案例就不在少数。有的家
长在群里对老师溜须拍马、 炫富、攀
比，有的老师则轻易就将有反对意见
的家长踢出群，或是将后进生的成绩
公开发布并向家长施加压力，对学生
和家长都造成了心理伤害。这样的群
交流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情商的问题，
而是行为尺度、公共道德和教育偏差

的问题，它传递的是一种功利、狭隘
的价值观，同时也助燃了大多数人的
焦虑感，因此，校方有必要制定规则
并不定期排查， 家长们也有义务配
合， 对交流平台的秩序进行维护，避
免有不良的行为出现。

充分运用网络APP及各种交流
平台来辅助教学， 已经是大多数中
小学的共识， 北京市教委的这一整
改行为既是对学生的权益保护，也
是校园管理的有益之举， 这也值得
其他地方学习和效仿。同时，家长和
老师也要各自担起责任来， 为教学
秩序的良性发展助力， 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护航。 ■本报评论员 张英

评
论 中小学APP、微信群整改，是为教学护航

本报1月29日讯 今天上
午，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省
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长沙胜
利闭幕。

大会通过这些决议和报告

大会通过了省政协十二届二
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的决议、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关于十二届一次会议以来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省政协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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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政治
决议。

闭幕会上，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在讲话中指出， 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高度重视这次会议，
各有关部门、 社会各方面给予了
大力支持。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
许达哲等领导同志多次出席大
会，参加联组讨论、听取委员意见，
共商全面小康大计， 共谋创新开
放良策。 杜家毫书记对新形势下
进一步做好政协工作、 发挥政协
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
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

会议期间， 委员们认真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工
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明确
了人民政协新时代的新方位、新
使命，认真审议和讨论各项报告，
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生
动展现了人民政协制度的生机与
活力。会议风清气正、务实高效，
是一次团结民主、凝心聚力、催人

奋进的大会。

履职中彰显为民情怀

“走过改革开放40周年，走进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周年， 我们又来到一个新的时
间节点。 ”李微微说， 以新的时间
阶段为坐标， 以新的历史方位谋
伟业，我们使命光荣、重任在肩。
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 要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提出的
“三个崇尚”要求，努力建设务实
智慧开放和谐政协， 在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伟大征程中，彰
显政协应有担当和更大作为。要
在创新履职中更好服务发展大
局、充分彰显为民情怀、不断提高
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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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真诚为民代言、真心
为民服务；要加倍珍惜团结、主动
维护团结、努力促进团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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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微微强调，要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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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诞献礼。 ■记者 陈月红

以梦为马、扬鞭奋蹄，奋力书写政协事业新的精彩答卷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胜利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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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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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读

4件议案
记者 1月 29日从

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
议秘书处议案建议组
获悉， 本次大会共收
到代表依法联名提出
的符合议案条件的议
案4件。

这 4件议案分别
为：关于尽快修订《湖
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的议案；关于制定《湖
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的议案；关于制定
《湖南省长江岸线保
护条例》的议案；关于
尽快修订《湖南省东
江湖水环境保护条
例》的议案。

■记者 刘文韬

1012件提案
截至 1月 27日 16

时， 省政协十二届二
次会议期间， 大会提
案组共收到提案1012
件，其中集体提案117
件，委员个人提案895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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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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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月红

王柯敏看望慰问省人代会新闻工作者
融合传播传递好声音放大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