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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
江波

五年来 ， 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
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为全面落
实 “三高四新 ”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 、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
湖南作出了积极贡献 ， 为推动全
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表
率示范 ， 特别是在郴州开展驻村
帮扶 ， 对郴州经济社会发展和全
市 人 大 工 作 给 予 了 精 心 指 导 、有
力助推 ，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 同
时 ， 衷心祝愿新一届省人大常委
会在省委坚强领导下 ， 以更高的
标 准 、更实 的 举 措 、更 强 的 担当 ，
展现新作为 、创造新业绩 、开创新
局面 ，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湖南的伟大征程上续写新荣
光 。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郴州的大干之
年。 郴州市人大常委会将在省人大
常委会的精心指导下， 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
心铸魂，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
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围绕郴州加
快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 国家创新
示范区、开放发展排头兵、湖南重要
增长极的战略目标定位， 切实强化
服务大局意识，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
赋予的职责 ，勇于担当 ，奋发作为 ，
不断谱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郴州实
践的新篇章。 重点做好以下 4 个方
面工作：

一是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上保持定力， 牢牢把握人大工作
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 从根本政治制度的视角深刻领
会党的二十大对人大工作的新要求
新部署，切实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行统一。 充分发挥常委会党组把方
向 、管大局 、保落实的领导作用 ，严
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自觉坚持在
省人大常委会指导下、 在中共郴州
市委领导下开展工作。

二是在履行人大法定职责上精
准发力， 更好助推郴州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健全完善地方性法规“全
生命周期 ”管理机制 ，着力实现 “小
切口、有特色、真管用”，更好发挥地
方立法的实施性、补充性、试验性作
用。 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

提高审查实效。 全面落实省人大常
委会关于加强经济工作监督的决定
和湖南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 着力
提升人大经济监督工作质效， 推动
做好“十四五”规划纲要实施情况中
期评估， 认真审议郴州市国土空间
规划，跟踪助推数字、文旅、电池、蔬
菜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听取审议
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情况、 乡村建设
工作情况等报告，组织开展禁毒“一
法一条例一办法”执法检查、反电信
网络诈骗专题视察、 卫生与健康促
进法执法调研， 不断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和幸福指数。

三是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上
持续用力， 充分发挥根本政治制度
整体功效。 不断完善人大的组织制
度、 会议制度、 工作程序和运行机
制， 让人民群众全方位参与到立法
工作中来， 全过程参与到监督工作
中来，全链条参与到代表工作中来。
着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地方实
践高地， 更好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
作主。 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继续
办好 《来自人大代表的声音 》专刊 ，
创新民生实事项目人大代表票决
制，深化代表对常委会、专门委员会
工作的参与 ，推动 “一府一委两院 ”
加强和改进联系代表工作。

四是在加强“四个机关”建设上
凝心聚力， 着力打造具有郴州辨识
度的人大工作品牌。 坚持“严”的基
调、“实”的作风、“精”的追求一以贯
之 ，抓思想武装 、强政治机关 ，抓严
谨规范 、强权力机关 ，抓创新赋能 、
强工作机关，抓优质服务、强代表机
关 ，以始终在状态 、在一线 、在路上
的精气神， 切实提升人大工作的价
值高度、实践力度和情感温度。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主任
李万千

五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刻度。过
去的五年，是省十三届人大踔厉奋发
的五年，也是硕果累累的五年 ，监督
工作有为有威， 决议任免有章有法，
代表工作有声有色，自身建设有力有
效，多项工作开创先河 、走在全国前
列，书写了依法履职、实干担当、不负
人民的精彩答卷。省十四届人大一次
会议的召开，必将引领全省各级人大
开创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怀化市
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坚持对标干、闯创
干、依法干相结合，做到“五个更加”，
在新征程上交出新的高分答卷。

一、更加强化理论武装，在学思
践悟中推进工作。坚持把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来
抓，分层次、多形式、全覆盖开展学习
培训，用清单化、项目化、责任化办法
抓落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和推动人大工
作，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及时
跟进学习党的创新理论，完善常态化
学法制度，善于运用法治思维 、法治
方式来谋划推动工作。

二、 更加坚定党的全面领导，在
提高政治站位中推进工作。始终坚定
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 “两个维
护”， 使之成为怀化人大最鲜明的政
治底色。 切实提高“政治三力”，始终
把党的领导作为人大工作的最高政
治原则，做到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在
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力量
就汇聚到哪里、 作用就发挥到哪里。
自觉践行“三个善于”，扛牢常委会党
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政治职
责，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善于使
党委主张、组织意图通过法定程序转
化成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

三、更加有效履职行权，在服务
“五新四城”战略中推进工作。紧扣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怀化法治需求依法
履职，抓好加快国际陆港建设促进条
例等 5 部法规的调研起草工作，立一
件、成一件、行一件；对中小企业促进
法等法律法规开展执法检查，加强基
层行政综合执法工作监督，推进备案
审查全覆盖，强化审议意见落实再监
督，打造工作评议和“两官”履职评议
升级版。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怀化
首要任务主动履职，持续推动生态文
化旅游、国际陆港、营商环境、林长制
4 个相关决议落地落实 ， 突出抓好
“十四五”规划中期评估、鹤中一体化
建设等重点监督、重点调研。 紧扣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怀化根本政治立场
精准履职，坚持人民至上，盯紧督牢
城乡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安全
生产等民生实事，作出促进健康养老
产业发展的决议，有力提升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四、 更加注重发挥代表主体作
用，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中推进工
作。 用心用情服务代表履职，进一步
拓展代表参与常委会工作的渠道，开
展代表履职先进个人评选活动，用全
过程管理推动代表建议办理高质量，
让代表履职更富活力、更具实效。 真
心真意联系人民群众，常态化开展五
级人大代表“联系群众办实事”活动，
围绕发展重点 、改革痛点 、民生堵点
开展调研视察， 让代表履职更有深
度、更有温度。 尽心尽力做深民主实
践 ，推进代表向 “12345”热线反映社
情民意工作，推深民生实事项目代表
票决制，推行代表微建议 “码上办 ”，
打造更多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的“怀
化样板”。

五、更加把牢“四个机关”目标定
位， 在全面加强自身建设中推进工
作。 强化思想政治建设，坚持理论武
装同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相结合， 深化机关政治文化建设。
强化纪律作风建设，锲而不舍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驰而
不息纠治“四风”，深入推进清廉机关
建设，常态化推进“三整顿两提升”作
风建设。强化履职效能建设，巩固“四
提四破” 履职效能提升活动成果，加
强履职能力培训，构建更加体现 “四
个机关”特点、更加规范高效的工作
机制 ，完成 《市县人大工作 36 法》创
撰，打造具有怀化人大辨识度的全国
品牌。

奋力谱写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郴州实践的新篇章

以“五个更加”
书写人大履职新答卷

李万千。 杨立军 摄江波。 黄婧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