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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 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开幕会上， 省政协表彰了
39件优秀提案。

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以来， 全体省政协委员、省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
员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
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
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
想，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提
案工作的重要指示， 紧紧围
绕我省改革发展中的重要问
题、 部门工作的难点问题和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实际问
题，精准选题，深入调研，积

极建言献策，提出了许多具有
重要价值的提案，彰显了提案
者的责任担当和履职水平，为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智
慧和力量。

经十二届省政协第三十三
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 九三学
社湖南省委员会提出的《关于
切实做好脱贫攻坚兜底保障工
作的建议》、省政协港澳台侨和
外事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促进
湘港澳科技融合发展的建议》、
北冰委员提出的《关于以问题
为导向， 做好当前疫情防控及
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建议》等
39件集体提案和个人提案，被
评为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
来的优秀提案。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陈昂昂

本报1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
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第四次会
议在省人民会堂开幕。 来自全
省各族各界的700多名省政协
委员齐聚长沙， 积极履行政治
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
能，为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 奋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凝
心聚力、建言献策。

出席开幕会并在主席台前
排就座的有：省委书记许达哲，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毛伟明，省
政协主席李微微， 省政协副主
席戴道晋、张大方、赖明勇、胡
旭晟、彭国甫、贺安杰、张健、易
鹏飞、张灼华，省政协秘书长卿
渐伟。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杜家毫在主席台就座。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和老同
志有：乌兰、杨正午、王克英、胡
彪、黄兰香、谢建辉、张剑飞、冯
毅、张宏森、李殿勋、姚来英、王
成、刘莲玉、黄关春、杨维刚、王柯
敏、叶红专、周农、何报翔、隋忠
诚、陈飞、吴桂英、许显辉、陈文
浩、朱忠明、谢卫江、田立文、叶晓
颖、李明辉、蒋建宇、夏志和、文选
德、卓康宁、游碧竹、蔡自兴、李贻
衡、石玉珍、王汀明、武吉海、王晓
琴、欧阳斌、葛洪元、袁新华。

开幕会由戴道晋、彭国甫、易
鹏飞主持。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731人，
实到716人，符合规定人数。

围绕“三高四新”，提升建言资政水平
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开幕 许达哲毛伟明乌兰等在主席台就座

李微微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戴道晋彭国甫易鹏飞主持 胡旭晟作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突出履职为民，助力解决人民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李微微强
调，要务实推进“万户帮扶行动”，着
力帮助农村相对贫困家庭解决实际
困难，激发内生动力。着眼人民群众
普遍关注的民生问题， 开展对口协
商、民主监督。积极反映社情民意，提
实微建议，做实微协商，压实微监督。

“广聚各界共识，为建设现代化
新湖南凝心聚力。” 李微微强调，要
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 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履职中心环节， 不断凝聚改
革发展正能量。

“夯实工作基础，不断提高履职
质量和水平。”李微微强调，要持续
创新政协云履职方式， 拓展履职板
块、丰富履职功能、强化履职运用，
把政协云作用发挥到极致。

李微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把“更好联系
和服务所在界别的群众” 要求落到
实处，做到更加主动、更为经常、更
有成效。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 坚守人民政协为人民的初
心，始终做到为民代言、为民建言、
为民服务。

“躬逢‘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
汇期，投身新征程的盛世伟业，是我
们这一代人的无上荣光和神圣使
命。”李微微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
周围， 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导
下，万众一心，锐意进取，为奋力建
设现代化新湖南、 谱写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
篇章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听取了胡旭晟代表政协湖
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作
的关于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以来
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省政协十二
届三次会议以来， 共收到提案1045
件。经审查，立案781件，105家承办
单位均已办理答复。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张斌 陈昂昂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
党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
程起步之年， 也是十二届省政
协各项工作全面巩固、深化、提
升的重要一年。” 李微微指出，
2021年的政协工作，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 坚决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紧
紧围绕中共湖南省委全会和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目标任
务，把“建功‘十四五’、奋进新
征程”作为工作主线，把“助推
‘三高四新’战略，建设现代化
新湖南”作为工作主题，全面推
进政协履职职能、活动、平台、
力量的有机融合， 提高建言资
政和凝聚共识水平， 更好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 助力我
省“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以
优异履职成绩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旗帜鲜明讲政治，巩固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李微微强调， 要持续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
及时跟进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最新
重要讲话精神， 在学习中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要把讲政治放
在首位，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要坚持党
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 落实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不断提高
政协党建工作质量， 更好发挥党
建对履职的引领作用。 进一步加
强“三个基地”建设，依托政协云
书院开展委员读书活动， 在读书
中增进思想共识、增强履职本领。

“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提升建言资政水平。” 李微微强
调，要深入开展“助推‘三高四新’
战略，建设现代化新湖南”主题活
动，制定行动计划，聚焦打造“三
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的重点
任务开展履职。 深入开展政协委
员“三进三助”聚力行动，组织委
员进园区、进企业、进乡村，为园
区提质、企业发展献计出力，助力
乡村振兴。

上午9时，戴道晋宣布大会
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李微微代表政协湖南省
第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报告全面
回顾总结了十二届省政协常
委会 2020年的主要工作成
绩 。2020年是新中国历史上
极为不易、 极不平凡的一年。
省政协常委会高举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伟大旗帜，在全国政协的有力
指导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立足专门协商机构性
质定位，坚持发扬民主与增进
团结有效贯通、建言资政与凝
聚共识双向发力，紧盯“十三
五” 时期目标任务全面助力，

聚焦决战决胜重点问题精准发
力，为我省“十三五”圆满收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了智慧
力量。

李微微指出，一年来，省政协
常委会紧紧聚焦全省工作大局，
找准切入点、发力点，突出做了三
件大事：奋力投身疫情防控，全力
参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开展委
员读书活动凝聚奋进共识。 一年
来，省政协常委会认真履行职能，
切实加强思想引领， 筑牢政治共
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增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效；扎
实做好团结统战工作， 广泛凝聚
改革发展正能量； 持续推进履职
能力现代化建设， 不断增强政协
工作实效。

一年来，省政协常委会突出做了三件大事

围绕“三高四新”战略实施，提升建言资政水平

始终做到
为民代言、为民建言、为民服务 连线

省政协表彰39件优秀提案

省政协表彰全省政协扶贫行动特殊贡献
人物和全省政协扶贫行动先进个人

本报1月24日讯 今天上
午， 在省政协十二届四次会
议开幕会上，省政协表彰了2
名全省政协扶贫行动特殊贡
献人物和104名全省政协扶
贫行动先进个人。

自2016年以来， 全省各
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的重要论述，
积极参与省政协“助力脱贫
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
题活动，参与“三个一”扶贫
行动和“湖南政协人助力巩
固脱贫成果万户帮扶”行动，
涌现出一大批深入群众、无
私奉献、 成效突出的扶贫先

进典型， 为我省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
了政协智慧和力量。

为表彰先进、 树立典型、
展示成效、激发动力，经全省
各级政协组织推荐，全省政协
扶贫行动先进个人评审领导
小组评议，十二届省政协第三
十三次主席会议审议通过，决
定授予黄诗燕、 刘祖治同志
“全省政协扶贫行动特殊贡献
人物”称号，授予北冰等104位
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和机关
干部“全省政协扶贫行动先进
个人”称号。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陈昂昂

1 月 24 日 上
午， 省政协委员意
气风发，步入会场。
当天， 省政协十二
届四次会议在湖南
省人民会堂开幕。

湖南日报·新
湖南客户端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