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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出新时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
—省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及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解读
——
一年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要思想，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牢把握新时代
人民政协的新方位新使命，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全面加强政协党的

2019 年提案办理情况

经典提案要览

建设，深入实施履职能力水平提升工程，紧扣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

提交提案

754 件

大局，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务实重行、稳中求进，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干出新时

经审查立案

674 件

代人民政协的新样子，为谱写我省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承办单位

82 家
已全部答复完毕
列入规划 5.19%

留作工作参考 1.63%
解决或基本解决

38.07%
55.11%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告会，完成全国政协委托的“县级人民政协工作”等
10 余项重点课题研究。

办理
成效

被省政府有关文件采纳

举办全省县市区政协主席示范培训班、省政协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委员专题培训班，不断增进政治认
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提案
内容

降低企业隐性制度性交易
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等

办理
成效

为促进我省民营经济健康
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提案
内容

推进“
放管服”改革、完善城
市应急管理机制、加快政务
新媒体平台建设等

办理
成效

为营造高效便捷的政务环
境，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提供
参考

提案
内容

推进家庭教育立法、加强民
事审判法律监督等

办理
成效

被有关部门采纳

提案主要内容

把握职能责任，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交提案

■ 围绕民主政治建设、构建法治社

45 件，
数的 6.7%
会提交提案

占立案总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打造
“一芯一屏”国之重器等

提案
内容

湖北省政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
工作重要思想研究基地。

占立案总数的

被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实
施“一芯驱动、两带支撑、三
区协同”区域和产业发展布
局的意见》充分吸收

承办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湖北宣讲报

召开庆祝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理论研讨会， 建立

300 件 ，
44.5%

办理
成效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扎实开展“
不忘初

在全省各级政协机关组织开展
“
立足新方位、担当新
使命、干出新样子”大学习大讨论。

■ 围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

围绕四个关键词，推动“一
芯两带三区”落地落实

强化政治引领，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推动省政协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正在解决

提案
内容

召开 1 次全体会议，2 次议政性常委会会议，7 次月

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开展网络调查、网络议政活动

度专题协商会，19 次对口协商、 界别协商和提案办
理协商会，开展 3 项重点民主监督活动，就 7 件法

14 次，努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

规草案和规范性文件提出意见建议。
优化专委会设置，增设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在 18 个县市区开展“
协商在一线”试点。
建立“楚商茶座”协商平台，与有关行业协会联合开
展调研。

进一步完善专（工）委主任坐班制、兼职副主任工作
项目制、向政协常委会报告工作等三项制度。

■ 围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提升湖北软实力提交提案
件，占立案总数的

51

198 件，
29.3%

聚焦中心任务，为高质量发展资政建言

办理
成效

为全面提升荆楚文化知名
度和影响力建言资政

提案
内容

深化文艺院团改革、加快群
众艺术馆建设、开发江滩湖
岸功能提供更多健身场所
等

办理
成效

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
需要尽心尽力

提案
内容

推进健康扶贫、完善贫困地
区金融服务体系、建立农村
电商大数据中心等

占立案总数的
围绕推进“一芯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布局，召
开议政性常委会会议，集思广议、凝聚共识。

■ 围绕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绿色发

80 件，
数的 11.9%
展提交提案

加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补
齐文化建设短板、深入挖掘
湖北老字号等

7.6%

■ 围绕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交
提案

提案
内容

占立案总

2020 年
工作安排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省政协工作的总
体要求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
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把服务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工作主
线，把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
识作为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坚持团结
和民主两大主题， 围绕湖北高质量发
展，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一芯
两带三区”区域和产业发展布局、科学
编制“十四五”规划等重点任务，提高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水平，更好
凝聚共识，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
来”的政治责任，推动新时代湖北政协
工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一）强化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二）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全省
高质量发展议政建言。
（三）完善“相互贯通”“双向发力”
机制，更好凝聚共识。
（四）加强和改进民主监督工作，促
进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的贯
彻落实。
（五）强化责任担当，发挥委员主体
作用。

文字整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傅洪波
制图：万璇

围绕打赢三大攻坚战，就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打赢
蓝天保卫战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就汉江生态保护、
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开展专项民主监督， 对推动相关

做好省委书记督办重点提案协调服务工作， 围绕健
康扶贫等 8 件提案，组织调研、提出建议，加强办理
沟通协商， 促进了有关政策和工作措施的完善和落

着眼推动高质量发展， 开展各种形式的协商议政活

实。

动，提出意见建议。

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履职为民，助推民生问题解决
聚焦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 就健全自治法治德治
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
聚焦就业、 社会保障等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
题，就我省民营养老机构发展、贫困人口安全饮水、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农村殡葬改革、高校
“
双一流”建

办理
成效
聚焦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就振兴武汉戏曲
大码头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就乡村文化振兴、古镇
古村落保护开展专题调研。

为现代化强省建设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
出台《关于加强专题学习和专题调研、协商相结合的
办法》，在建言成果、思想收获上一体设计、一体落
实。

就修订《湖北省宗教事务条例》、做好新时代城市民

围绕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成立 70 周年， 前后 8
次组织开展“感受新成就、奋进新时代”委员主题活
动；举办“提高战略定力,坚定文化自信”委员主题党
日、“让历史告诉未来——
—省政协 70 周年光辉历程

组织开展“
2019 年香港湖北乡亲故乡行”、基层优
秀教师和医生赴澳门学习交流、 香港潜江龙虾节等
活动。

展”、鄂豫皖三省政协书画联展。

提案
内容

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
育发展、加强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加大农村薄弱学校投
资建设力度等

办理
成效

为我省教育事业发展积极
建言

提案
内容

激发归国留学人员创新创
业活力、培育公益慈善事业
组织、推进城市居家养老服
务等

办理
成效

为持续办好民生实事添砖
加瓦

提案
内容

破解乡村振兴中的人才制
约瓶颈、 引导工商资本下
乡、健全法治德治与自治相
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

办理
成效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决策参考

提案
内容

加强四湖流域抗生素滥用
监管、保护汉江流域生态环
境、制定流域开发负面清单
等

办理
成效

为确保一江清水留给子孙
尽心尽责

提案
内容

依托沿江特色资源促进长
江湖北段绿色发展、 推进
“气化长江”工程等

办理
成效

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拓
宽思路

组织开展“两惠一送”“两进一联”扶贫帮困活动，动
员四级政协委员投身精准扶贫行动。

设等开展协商、议政建言。

族工作、我国宗教中国化等，开展对口协商、界别协
商。

就落实我省惠台 62 条、 促进鄂台经济文化交流合
作开展界别协商。

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
出台 《关于实施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的暂行
办法》，成立 27 个中共党员委员活动小组。

全国政协评选 70 年来 100 件有影响力重要提案，
我省 3 件入选。

深化一流机关建设，进一步完善机关工作机制，争做
“
两个维护”
“三个表率”的模范机关。

提高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质量， 编发各类信息 1095
篇，全国政协采用 47 篇。

修订《提案工作条例》，制定《提高提案质量的实施办
法》，全年提案立案 674 件，全部办结回复。

编辑出版 2 辑《湖北文史》，完成《湖北文化史丛书》
武汉、十堰、荆州、鄂州、潜江分卷的出版工作。

为打赢脱贫硬仗献计出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