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 (全媒体记
者 邓晶琎 周帙恒)24 日下午，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主席团在省人民会堂举行第一
次会议。

会议由张庆伟同志主持。 会议通过
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 ，通
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 通过了代表资
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

告，通过了大会日程、大会列席人员名单
及列席事项、大会秘书处机构设置 、代表
提案截止时间和党费收缴使用管理情况
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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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
11 月 24 日，2021 年湘西州森林火

灾扑救应急演练在吉首市乾州街道三
岔坪村举行。 演练围绕森林火灾报警、
应急救援预案启动、 现场指挥调度、灭
火力量集结、灭火行动、火场清理等科
目展开，全面检验州 、市各应急救援队
伍之间协作 、 战术运用及险情处置能
力，为守护好绿水青山和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彭璟 摄

本报讯 （法制周报·新
湖南见习记者 杜巧巧 通
讯员 陈寰） 为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公
安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在人民警察警旗授旗仪式
上的重要训词精神，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和公安队
伍教育整顿，选树宣传一批
在防风险 、战 “疫 ”情 、保安
全、护稳定、促发展一线，特
别是在庆祝建党百年安保
维稳和 “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中，涌现出的基层
民警先进典型 。 根据中宣
部 、 公安部关于广泛开展
2021“最美基层民警 ”学习
宣传活动的统一部署，省委
宣传部、省公安厅决定在全
省组织开展 2021 “湖南最
美基层民警” 评选活动，评
选推出 10 名 “湖南最美基
层民警”。

截至 11 月 23 日，全省
各级公安机关通过媒体推
荐 、群众推荐 、组织推荐等
多种方式 ， 共遴选推荐出
29 名“湖南最美基层民警 ”
候选人。为全方位宣传展示
29 名候选人的先进事迹， 进一步扩
大推选宣传活动影响力和覆盖面 ，
增强评审活动的科学性和公信力 ，
从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6 日， 湖南
公安官方新媒体平台将开展为 2021
“湖南最美基层民警”网络点赞和事
迹展播活动， 活动具体参与方式详
见“湖南公安”微信公众号。 还等什
么？ 赶紧拿起手机为你喜欢的基层
民警加油打 CALL 吧！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 (全媒体记
者 邓晶琎 周帙恒)24 日下午，中国共产
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
堂举行预备会议。 张庆伟同志主持会议
并讲话。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应到代表 749
人。 出席预备会议的代表 734 人，符合规
定人数。

会议表决并通过了大会特邀代表名
单、主席团成员名单 、秘书长名单 、代表
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代表提案审
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大会议程。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议程是： 听取
和审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
会的报告； 审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
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选举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 ；选
举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
委员会。

张庆伟同志强调，将于 25 日开幕的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是全省人民政治生
活中的一件大事。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做好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上来 ，统

一到党中央对换届工作决策部署和大会
各项安排部署上来， 始终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 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 政治领悟
力、政治执行力 ，以实际行动践行“四个
意识 ”、坚定 “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
护”。 要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以饱满的政
治热情、昂扬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到
大会各项活动中 ，心系 “国之大者 ”议大
事，聚焦发展全局献良策，认真讨论审议
好党代会报告， 高质量高标准完成大会
各项任务。 要增强党性观念，按照党章要
求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本着对组织

负责、对事业负责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
严肃认真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要严
格遵守纪律规矩，全面落实党中央“十严
禁”要求和省委“六不得”纪律、“八不准”
规定，深刻吸取衡阳破坏选举案教训，时
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守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人事纪律、换届纪律和廉洁纪
律，严格日常管理 ，落实防疫要求 ，从严
监督检查， 努力把大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
团结鼓劲、风清气正、奋发向上的大会。

预备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还观看了
警示教育片《警钟长鸣》。

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
张庆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通过大会特邀代表名单、主席团成员名单、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
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和大会议程

湖南日报 11 月 24 日讯 （全媒体记
者 邓晶琎 周帙恒）24 日下午，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召开会
议， 听取了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
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代表
资格的审查报告（草案）》，并提交大会主
席团审议。 会议由王成同志主持。

根据党章和 《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
选举工作条例 》规定 ，全省共划分 18 个

选举单位，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差额选举
产生出席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代表 749
名。 经审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认为，
749 名代表均符合党章和省委有关规定，
符合代表条件，代表资格有效。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张庆伟主持会议

通过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代表
资格审查报告和大会日程等

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举行会议
听取代表资格初步审查情况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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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4 日电 （记者 申铖）24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从四方面部署完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管理，优化资金使用，严格资
金监管。 会议要求，加快今年剩余额度发行，做
好资金拨付和支出管理； 按照 “资金跟着项目
走”要求，梳理明年专项债项目和资金需求；统
筹考虑各地实际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求 ，合
理提出明年专项债额度和分配方案； 资金使用
要注重实效，加强对投向等的审核和监管。

国务院部署完善地方政府
专项债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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