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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伟强调， 今年是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
局之年。 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
定后程。 我们要全面贯彻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 按照省
委十二届三次全会、 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和本次会议确定的目
标任务 ，坚定信心 、埋头苦干 ，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湖南
新篇章， 努力让明天的湖南更
美好。

张庆伟强调， 让明天的湖
南更美好， 必须始终坚持高举
旗帜、紧跟核心，旗帜鲜明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
个维护”。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凝心铸魂， 深学笃行习近平法
治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
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
重要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
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切实把“两个确立”的政治成果
转化为 “两个维护” 的政治效
果。

张庆伟强调， 让明天的湖
南更美好， 必须始终坚持发展
第一要务， 聚精会神推进高质
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要全面
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

命任务，紧扣推动高质量发展、
强化教育科技人才战略支撑 、
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湖南履好
职， 督促推动各级各部门深入
实施好科教强省、 人才强省和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统筹推进
立法决策和改革决策有效衔
接， 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
上运行。

张庆伟强调， 让明天的湖
南更美好， 必须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全力以赴增进民生
福祉。 要时刻牢记人民代表为
人民的初心， 切实维护好人民
群众利益，多谋民生之利、多解
民生之忧， 积极发展好全过程
人民民主， 健全完善人民当家
作主制度体系， 让人民群众享
有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全
面的民主权利。

张庆伟强调， 让明天的湖
南更美好， 必须始终坚持团结
奋斗，大力营造心往一处想、劲
往一处使的干事创业氛围。 要
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新湖南这个目标， 坚持大
团结大联合， 充分调动各方面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凝聚
共识、敢于斗争、真抓实干中激
发团结奋斗 ，以 “闯 ”的精神 、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推动
现代化新湖南建设迈出新步
伐、见到新气象。

张庆伟强调， 全省各级党
委要加强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
导， 支持和保障人大及其常委
会依法履职。 各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要切实担负起宪法法律赋
予的职责， 认真做好立法 、监
督 、代表 、决定 、任免等工作 ，
以高效能履职服务高质量发
展 。 各级 “一府一委两院 ”要
自 觉 接 受 同 级 人 大 监 督 ，认
真执行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决
定和审议意见， 办理好人大代
表的议案建议，促进依法行政、
依法监察、公正司法。 希望各位
代表珍惜荣誉、勇于担当，争当
改革攻坚、加快发展的表率，崇
法守法、学法用法的表率，为民
代言、为民造福的表率，以实干
实绩展现新时代人大代表风
采。

张庆伟号召， 让我们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 自信自强、 守正创
新 ，踔厉奋发 、勇毅前行 ，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而团结奋斗！

省委副书记、 省长毛伟明
代表新一届政府讲话。 他说，大
会选举我再次担任省长， 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高度信任， 是全省人民的充
分肯定， 是各位代表的期待和
重托。 我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团结带领省政府一班人， 慎终
如 始 、善 作 善 成 ，守 正 创 新 、
勇毅前行 ， 努力创造无愧于
党 、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业绩。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
历史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历史担当和任务。 昨天，湖南一
路荣光 ；今天 ，湖南活力迸发 ；
明天，湖南的前景无比广阔。 ”
毛伟明说， 湖南的未来正在习
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崭新展
开。 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
湖南答卷，我们惟有绝对忠诚，
方能不辱使命。 坚定拥护“两个
确立 ”，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 ”，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
嘱托 ，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 ”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 ，不 负 “三
个高地 ” 的量身打造 、 不负
“十步之内必有芳草 ”的红色
定 义 、不 负 “于 斯 为 盛 ”的 时
代寄望 ，以湖南一域之光为全
局添彩。 惟有牢记宗旨，方能取
信于民。 永远铭记“江山就是人
民 、人民就是江山 ”，把民生作
为第一政绩、 利民作为第一取
向、富民作为第一任务，着力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推进共
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惟有

守正创新，方能行稳致远。 在守
正中接续奋斗， 在创新中开创
未来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 主动融入新发展格
局，致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
“稳、进、高、新”工作方针，强化
“三大支撑”，抓好“八项重点”，
打好 “发展六仗 ”，推动社会主
义现代化新湖南建设开好局起
好步。 惟有团结奋斗，方能所向
披靡。 坚定维护省委领导，严格
依宪施政 、依法行政 ，自觉接
受省人大依法监督和政协民
主监督 ，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监
督，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团结
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谱写更
加精彩的华丽篇章。 惟有清正
廉洁，方能恪尽职守。 永葆 “赶
考 ” 的清醒和坚定 ， 敬仰事
业 、敬 畏 权 力 、敬 重 人 民 ，认
真 履 行 “一 岗 双 责 ”，以 高 度
的廉洁自律管好 “身边人 ”、
守好 “廉洁门 ”，把全部精力 、
全部心血倾入到湖南火热的现
代化建设实践中去， 努力向党
中央和全省人民交出一份合格
的答卷。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 省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会后， 省十四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
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乌兰主持并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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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法治报全媒体记者 杨湛

电竞酒店是近年来兴起的
新业态， 消费者花几百元钱就
可以在房间内体验到媲美网咖
的游戏快感， 还能享受到酒店
的配套服务，深受年青人追捧 。
《中国电竞酒店市场研究报告
2021》提到，2017 年兴起的电竞
酒店在 2019 年底数量还不过
2600 家， 但 2021 年已达到 1.5
万家。 据文化行政部门提供的
数据，目前湖南省有 500 余家电
竞酒店。

这个高速发展的市场 ，却

存在一些监管的困境， 特别是
《未成年保护法 》 重新修订以
后， 未成年人保护问题日益突
出。 “目前对电竞酒店的性质认
定难， 是酒店还是互联网上网
服务经营场所存在争议。 ”省人
大代表、 益阳市律师协会会长
徐健说。

经过调研 ，徐健发现 ，行业
定性不明晰， 监管也存在未成
年人保护措施难落实 、 执法人
员入场执法难等问题 。 “比如，
普通酒店客房是私密性的 ，除
公安执法人员 ， 其他人员未经
允许不能随便进入。 传统的互

联网上网服务经营场所则是开
放的，按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互
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应建立
场内巡查制度 ， 不得安装固定
的封闭门窗栅 ， 其有义务配合
执法人员检查 。 而有上网服务
功能的电竞酒店的客房 ， 能否
让文化执法人员便捷 进 入执
法，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

电竞酒店经营性质模糊 ，
不代表监管可以缺位 。 对此徐
健建议， 政府部门应协作加强
监管。 电竞酒店因其网吧、酒店
甚至零食销售等多重属性 ，在

具体监管层面需采取 1+N 的多
重监管方式。 “1” 是公安部门，
负责电竞酒店的行业监管，“N”
包括文化行政、应急管理 、市场
监管等部门， 分别负责电竞酒
店的网络服务内容 和软 件 执
法、 消防安全、 食品安全等监
管。 “由公安部门牵头监管，更
有利于从根源上管好该行业”。

从规范层面，徐健建议出台
相关的政策法规将 “未成年人
禁入” 作为电竞酒店或酒店电
竞房的经营规范确定下来 ，并
在显著位置张贴 “未成年人禁
止进入”等标识，由公安部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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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大代表徐健：

加强电竞酒店监管 保护未成年人
过身份管理系统进行源头管理。
文化行政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将
电竞酒店内的互联网上网服务
部分业务纳入技术监管范畴，将
互联网上网服务技术监管作为
上网内容、未成年人保护的监管
手段。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团结奋斗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选举产生湖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

石泰峰何维等同志当选
张庆伟当选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并发表讲话 毛伟明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选举产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8个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