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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政协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会议

本报1月14日讯 今天下午，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民革、
农工、共青团、青联、体育、妇联等
界别的联组讨论，寄语全省广大政
协委员识大局、连民心、善思考、勇
担当，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汇
智聚力。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主持。

省领导何报翔、张灼华，省政
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讨论。

讨论会场，刘激扬、吴仁容、钟
娜、卢妹香、刘嫦娥、童巧珍、舒兴
华、李瑞霞、许光明、全小军、刘雪
勇、邓纬12位委员纷纷建言献策。

杜家毫充分肯定全省各级政
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各民主党
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
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过去一年为
湖南各项事业发展所作的重要贡
献。他说，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中华
民族千百年来的小康梦，将在我们
这代人手中变成现实，并乘势而上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越是责任重大、任务艰
巨，越要把方方面面的智慧和力量
汇聚起来，发扬“万众一心加油干，
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团结拼搏精
神。广大政协委员要识大局、连民
心、善思考、勇担当，推动中央和省
委对政协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见到实效。

杜家毫强调，“识大局”， 就是
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服务大局有作
为。要始终坚持党对政协工作的全
面领导，胸怀“两个大局”履职尽
责、担当作为，为全省各项事业发
展多谋长远之道、 行务实之举、建
有用之言、出精诚之力。“连民心”，
就是要用心用情联系群众、服务群
众、引导群众。要深入践行人民政
协为人民的初心， 积极运用协商、
监督、议政等多种方式，帮助解决
群众身边的忧心事、烦心事、操心
事， 协助党委政府做好宣传政策、
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坚定信心、稳
定预期等工作， 走好网上群众路
线，把更多的人紧紧团结在党的周
围，凝聚强大正能量。“善思考”，就
是要提高建言资政、参政议政的能
力水平。要不断强化自身理论素养
和实践水平，多深入实际、深入基
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善于“窥一
斑而见全豹”， 使咨政建言更加符
合客观实际、 群众意愿和工作需
要。“勇担当”， 就是要自觉担负为
国履职、 为民尽责的神圣使命。要
增强委员意识， 珍惜委员荣誉，主
动投身经济建设主阵地和脱贫攻
坚主战场，踊跃参与省政协“双助
双行动”主题活动，协助党委政府
推动工作、解决问题。

杜家毫强调，各级党委要切实
加强对政协工作的领导，坚定不移
把人民政协制度坚持好完善好，支
持政协依法按章程履行职能，高度
重视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为政
协委员履职尽责创造良好条件。

■记者 贺佳 田甜

杜家毫参加政协联组讨论，寄语广大政协委员：识大局、连民心、善思考、勇担当

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汇智聚力

本报1月14日讯 今天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来到他所在的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衡阳
市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道审
查政府工作报告。他强调，要
以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争当
承接产业转移“领头雁”，坚
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战，持
之以恒守初心担使命抓落
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
农，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胡
伯俊参加审查。

郑建新、邓群策、刘准、
王赛、罗琼、吴乐胜、凌仲秋、
刘东平等8位代表发言，提出
意见建议。

杜家毫强调， 要以新理
念引领新发展，树立正确政绩
观，真正把“发展什么、怎么发
展、为谁发展”的问题想明白、
弄清楚、 做到位， 向创新、开
放、绿色要动力，始终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城市核
心竞争力，让人民群众在新发
展理念落实中有更多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衡阳工业发展
有基础、 交通区位有优势、产
业建设有前景，要争当承接产
业转移“领头雁”。

杜家毫指出， 打好三大
攻坚战， 战战体现新发展理
念，要坚定不移打赢打好，提
高全面小康的质量和成色。

■记者 贺佳 田甜

杜家毫参加衡阳代表团
审查时强调

以新理念
引领新发展

本报1月14日讯 今天上午，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听取省政协委员
的大会发言。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出席会议。省领导黄兰香、吴桂
英等率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到会听取委员们的意见和建议。

省政协领导戴道晋、 张大
方、赖明勇、胡旭晟、彭国甫、贺
安杰、张健、易鹏飞、张灼华和秘
书长卿渐伟出席会议。

本次会议由张大方、 胡旭
晟、易鹏飞主持。

16位委员先后上台发言,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围绕推进湘澳合作、保护农
业文化遗产、加快信息安全产业
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委员们畅所

欲言。苏朝晖委员代表省政协港
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发言，呼吁
深化湘澳科教合作，推进核心关
键技术和产业合作，为湖南产业
发展注入新动能。胡彬彬委员代
表科教界发言，呼吁建立农业文
化遗产保护区，坚持保护与利用
并重并用，发挥农业文化遗产效
益，推动旅游扶贫、助力乡村振
兴。 汪峥嵘委员代表妇联界发
言， 呼吁打造千亿调味品产业，
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深化我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何寄华委员代表民盟省委发
言，呼吁加快推进我省信息安全
产业发展，让老百姓充分感受到
使用信息安全产品的便利性、安
全性。陈慈英委员代表社会福利

和社会保障界发言，呼吁加快构
建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体系，提高
养老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水平。何
建军委员代表九三学社省委发
言，呼吁加快我省生物医药产业
战略布局，推动企业发展与科技
惠民双赢。汤素兰委员代表民进
省委发言，呼吁进一步加强和完
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
现高质量发展，委员们积极建言
献策。李琳委员代表民建省委发
言，呼吁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
服务业深度融合，助力我省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龚振湘委员代表
农工党省委发言，呼吁加速部署
区块链技术研发应用，促进我省
区块链产业快速发展。印遇龙委

员代表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
会发言，呼吁推动生猪产业健康
发展。刘春生委员代表民革省委
发言，呼吁推动我省机电产业深
度融入“一带一路”产能合作，切
实提高企业出海能力。

厕所革命、扫黑除恶、体育产
业发展等民生问题，一直是委员们
关注的重点。罗秋云委员代表少数
民族界发言，总结了靖州苗族侗族
自治县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经验。
杨光荣委员代表中共界发言，呼吁
发挥行业监管部门作用， 纵深推
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向华委员
代表医药卫生界发言， 呼吁推动
现场救护立法， 提升现场急救能
力， 多渠道推动全民参与急救普
及教育。 ■记者唐婷陈昂昂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会
李微微出席 16位委员先后发言

许达哲参加
永州市代表团审查

1月14日上午， 省委副书
记、 省长许达哲来到他所在的
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永州市
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同审查政
府工作报告。他强调，要紧扣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坚
持就业优先， 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坚持生态优先，坚持教育优
先，坚持效益优先，在决胜之年
取得新的更大成绩。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本报1月14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参
加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中共、
无党派、工商联、特邀等界别的
联组讨论，他希望全省广大政协
委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
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谋大局、献
良策，聚合力、扬正气，讲真话、
建诤言，为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建
言献策，凝心聚力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

省领导王少峰、 戴道晋、张
健，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讨论中，李发美、何清湖、罗
订坤、蔡荣星、朱建纲、傅高武、
张佐姣、罗可大、连镇恩、叶惊
涛、孙易兵、彭爱华等委员围绕
加强网络安全工作、推动中医药
产业发展、 加快港澳科创园建
设、发展视频文创产业、民营企
业发展等纷纷建言献策。

许达哲一一回应了大家的
发言，并向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
广大政协委员为湖南改革发展
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感谢。他指
出，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我们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贯
彻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委省政
府要求，围绕政府工作报告确定
的目标任务，只争朝夕做好各项
工作。要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十三五”规划圆满收官。要坚
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着力打造
内陆创新开放高地。要进一步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推动企业做强
做优做大，促进实体经济振兴。

许达哲说，希望各位委员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进一步提
高政治站位，谋大局、献良策，聚
合力、扬正气，讲真话、建诤言，
提高履职能力，凝心聚力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我们将一如
既往地支持配合政协工作，认真
接受政协民主监督，把大家的履
职成果切实转化为经济社会发
展实效。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许达哲参加政协联组讨论

凝聚智慧力量 决胜收官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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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上
午， 罗琼代表在
衡阳市代表团分
组审查时就落实
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 加快县
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建言献策。
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