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 11 月 23 日
讯（全媒体记者 陈奕樊 通
讯员 梁斌勋）23 日下午，湖
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居民自建
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 》，将为
防范和化解居民自建房安
全风险提供有效法治保障。
据悉，这是全国首部专门规

范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的
地方性法规，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若干规定 》按照全生
命周期管理的规律，设置了
居民自建房平台监管、房屋
安全责任、 房屋竣工验收、
安全鉴定、安全排查、危房处
置、 公民参与等一系列制度。
《若干规定》 严控居民自建房

增量，明确城市、县城现状建
设用地范围内不得新建自建
房，新建居民自建房一般不得
超过 3层。 居民自建房原依
法批准超过 3 层的，改（扩）
建、 重建后层数不得超过原
依法批准层数。

《若干规定》还明确规定
每户居民自建房的经营业态
一般不得超过 3种，根据用作

经营居民自建房的结构安全
性、经营安全性、房屋建设合
法合规性以及消防安全性的
要求严格控制人数，具体人数
标准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
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同时，全面授权全省乡镇人民
政府实施县级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的居民自建房安全管理
行政处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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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11 月 23 日讯（全
媒体记者 邓晶琎 陈奕樊 ）23
日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四次会议在长沙闭幕 。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张庆伟出席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刘莲玉主持会议， 副主任谢
建辉、张剑飞、杨维刚、周农、彭
国甫、陈文浩出席会议。 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秦国文， 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叶晓颖列席会议。

张庆伟代表省委和省十三
届人大常委会， 对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的辛勤
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
意。他指出，5 年来，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全体组成人员以对党
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 ，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依法履
职、担当作为，推动立法、监督、
决定、任免等各领域工作以及自身

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现代化
新湖南建设作出了贡献。

张庆伟强调，要全面学习 、
全面把握、 全面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静心研读原著原文，融
会贯通深学深悟， 知行合一推
动落实，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
党中央提出的“五个牢牢把握”
“九个深刻领会”“七个聚焦”要
求， 推动学习宣传贯彻工作走
深走实。 各级人大领导干部和
五级人大代表， 要带头当好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宣传者、 实践
者和推动者。 要始终沿着正确
方向推进人大各项工作， 聚焦
抓好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
务 、落实 “三高四新 ”这个战略
定位和使命任务， 完善党委领
导 、人大主导 、政府依托 、各方
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 把忠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体现在坚持党的全面
领导、 走好必由之路的实际行

动上， 体现在运用法治推进现
代化新湖南建设的实际成效
上， 体现在推进全过程人民民
主的实践成果上， 体现在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担当上 。
要认真筹备省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
在省委统一领导下， 切实担负
起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从严
从实抓好换届选举工作。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法规
案、决定决议案和人事任免案。
会议决定 ，2023 年 1 月 9 日在
长沙召开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对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 省财政厅、 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省退役
军人事务厅、 省人民政府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省机关
事务管理局、省监狱管理局、省

农业科学院、 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等 10 个单位的审计查出
突出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了满意
度测评。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
开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 关于加
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 关于
批准 2022 年第二次省级预算
调整方案的决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 《湖南省
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湖南省气
象灾害防御条例》《湖南省居民
自建房安全管理若干规定》《湖
南省社区居家养老助餐服务若
干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
止、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和《湖
南省实施宪法宣誓制度办法 》
的决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长沙市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
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衡
阳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株
洲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株洲市农村村庄规划建
设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决
定》《湘潭市平安建设条例 》《岳
阳市危险货物道路运输站场管理
规定》《郴州市居家养老服务条
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

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辞职
决定， 接受何报翔辞去湖南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职务的请求。

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罢免
个别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的决定和有关人事
任免案。

省监察委员会， 省直有关单
位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
负责同志，部分县市区人大常委
会和政府负责同志，部分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湖南公务员考试考生
办身份证可走绿色通道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杜巧
巧 通讯员 陈桦君） 湖南省 2022 年度省 、
市直机关公开选调和公开遴选公务员笔
试 ，定于 2022 年 12 月 3 日进行。 为妥善解
决公务员考试人员急需使用居民身份证的
问题，省公安厅人口与出入境管理局推出公
务员考试人员居民身份证绿色通道办理服
务。

从即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2 日，湖南户
籍公务员考试人员居民身份证遗失、损坏或
到期的，可持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或
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 ）、
公务员考试报名信息表（或准考证），到各市
州、县市区公安机关或派出所的居民身份证
受理点，申请补领、换领居民身份证，并办理
邮政速递手续。公务员考试人员在我省公安
机关办理过登记指纹居民身份证或补采过
指纹，证件遗失或损坏的，还可以登录“湖南
公安服务平台”微信公众号，在网上申请补
换领居民身份证。参加其他公务员考试的湖
南户籍居民， 参照以上程序办理居民身份
证。

公安机关自受理之日起，在 3 个工作日
内制出证件，并移交邮政速递部门寄递给申
请人。 网上补领居民身份证咨询电话 0731－
96305。 服务监督电话：0731－8473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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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救援知识进景区
11 月 22 日，道县红十字会组织

蓝天救援队队员走进陈树湘红色文
化园，向工作人员讲解心肺复苏、溺
水救援、 气道异物梗阻解除等急救
知识， 提升景区工作人员预防和急
救能力。 图为救援队队员指导景区
工作人员操作心肺复苏急救方法。

何红福 姚臻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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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部规范居民自建房的地方性法规正式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