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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罗
霞 通讯员 邓慧 欧阳欣 ）4 月 29 日上
午， 全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电视电话会
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传达贯彻落实中央
及我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有关文件精
神， 部署推进全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工
作。 副省长许显辉出席会议并讲话，省政
府副秘书长肖迪明主持会议。 省司法厅
党组书记、 厅长范运田通报行政复议体

制改革情况，提出下一步工作举措。 省自
然资源厅党组副书记、 副厅长张皓作表
态发言， 省委编办副主任周文对行政复
议体制改革编制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和部
署。

许显辉指出， 行政复议体制改革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
局、高瞻远瞩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要从
政治上深刻领会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的必

要性，从大局中把握实施改革的紧迫性，
从行动上增强推进改革的自觉性， 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上来， 全面推进全省行政复议体制
改革。

许显辉要求，要把准改革方向，坚决
实现改革目标任务， 紧抓改革关键处和
核心点，推动体制机制科学、机构人员优
化、工作质效提升。

许显辉在全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全面推进全省行政复议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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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张丹
妮 曾鹤群 )日前 ，湖南省
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通
知》，决定自即日起至 6 月
30 日， 重点围绕解决工程
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
问题， 在全省范围内组织
开展 “建党百年 护薪三
湘”行动。

《通知 》要求 ，各地各
有关部 门 要 聚焦 党 建 引
领 、制度落细 、案件查处 、
宣传引导、 风险防控等方
面， 以预防和解决工程建
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
题为重点， 集中排查根治
欠薪法律法规政策落实情
况，整改问题隐患，实现案
件查处动态清零， 依法处
置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行为。

具体到在建工程项目的欠薪问
题线索，各地各有关部门将实行一案
多查， 对未按规定落实的工程项目，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加强劳动保
障监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坚
决打击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的犯罪行
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企业
进行失信联合惩戒。

湘江上演练
防汛应急联合救援

4 月 29 日下午，长沙市湘江
与浏阳河交汇处，开福区民兵防
汛抗洪大队的冲锋舟分队和橡
皮艇分队进行防汛应急联合救
援演练。 当天，第三届长沙市开
福区民兵集中点验仪式暨联合
演练举行， 来自区内 28 支开福
民兵队伍近千人参加。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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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4 月 30 日
讯 (记者 冒蕞 孙敏坚 刘笑雪) 今天上
午， 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在长沙
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许达哲出席并讲话， 他强
调， 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 大力弘扬伟大脱贫攻坚
精神，乘势而上、真抓实干，奋力拼搏、勇
于创新，为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
代化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以优异
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省
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宣读 《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全省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的决定》，省领导
黄兰香、谢建辉、张剑飞 、冯毅 、张宏森、
李殿勋、姚来英、王成、吴桂英、刘莲玉等
出席。

上午 10 时，大会开始，全体起立，高
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根据表彰决定，张红民等 1296 名同
志被授予“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称
号;隆回县三阁司镇党委等 800 个集体被
授予“湖南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
许达哲、 毛伟明等省领导为受表彰的先
进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

许达哲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表
彰的先进个人和集体表示祝贺， 向为脱
贫攻坚作出贡献的全省各级党政军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 农村广大基层组织和党
员、干部 、群众 ，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
员、志愿者 ，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和无党
派人士， 人民团体以及社会各界致以崇
高敬意， 向关心和支持湖南脱贫攻坚工
作的中央单位、东西部扶贫协作省份，以
及海内外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

许达哲说，湖南是精准扶贫首倡地，

也是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之一。 这些年，
我们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
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
“首倡之地当有首倡之为” 的政治责任，
努力走好精准、 特色、 可持续的发展之
路，夺取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书写
了中国减贫奇迹的湖南篇章。 经过八年
持续奋战，湖南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谱写了摆脱贫困、逐梦小康的恢宏篇章；
贫困地区旧貌换新颜，绘就了山乡巨变、
山河锦绣的壮美画卷； 脱贫群众精神面
貌焕然一新，奏响了自强不息、勤劳致富
的大地颂歌；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密
切了血肉相连、休戚与共的鱼水深情；一
批具有湖南特色、 全国影响的经验模式
不断涌现，书写了“矮寨不矮、时代标高”
的精彩故事。 英雄的三湘人民，把贫困这
顶帽子丢到太平洋里去了， 这是毛主席
家乡创造的又一壮举， 这是属于全省人

民的共同光荣。
许达哲说，八年来，很多扶贫干部轻

伤不下火线，以生命赴使命，有 153 名同
志将生命永远定格在了脱贫攻坚的征程
上。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湖南人民永远感
谢他们、缅怀他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都
要向他们学习， 汲取精神力量、 人格力
量、奋进力量。 各级各部门要关心关爱每
一位牺牲者家属， 大力宣传脱贫攻坚英
模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 激励广大干
部群众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奋斗 “十四
五”、奋进新征程。

许达哲指出， 湖南脱贫攻坚战取得
全面胜利， 靠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
掌舵， 靠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靠的是全省各
族人民的团结奋斗， 靠的是社会各界的
倾力支持。

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隆重举行
许达哲讲话 毛伟明主持 李微微出席 乌兰宣读表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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