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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6

大会主席团：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

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湖南省2014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5
年计划草案的报告》以及湖南省2015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
经济委员会在对计划报告和草案初步审查的
基础上，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又作了进一
步审查。现将审查结果报告如下：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4年， 面对错综
复杂的经济形势， 省人民政府认真贯彻中央、
省委的决策部署，结合湖南实际，采取了一系
列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

施，有力促进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虽然受宏观
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速换挡、市场需求疲软、
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因素影响，部分指标完成
情况与预期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 但总的来
看，经济增长速度仍处于合理区间，经济增长
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计划执行情况总体较
好。同时，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存在着投资
后劲不足、经济基础薄弱、深化改革任务繁重、
环境资源保护和治理压力较大等问题，需要在
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2015年计划草案符合中央、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精神，符合我省实际情况，主要目标和总体安

排可行，建议批准湖南省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草案，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
于湖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5年计划草案的报告》。

为了顺利完成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努力稳定经济增长 。主动适应经济新
常态，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抓住“一带一
部”以及铁路、公路、航空发展形成的新机遇，
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增加有效投资，优化投资
结构，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增加城乡居民收
入，扩大消费需求，保持消费稳定增长。加快承
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外经外贸，努力扩大出

口。做优做强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食品加工、旅游等优势产业，形成多点支撑
的产业格局。 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平衡，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二、全面深化改革。按照中央总体部署，围
绕解决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行政审批、商事制度、
投融资、财税、土地、国资国企等领域改革，转
变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
性作用，释放经济发展活力。推进依法行政，加
强市场监管，促进市场公平竞争。

三、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围绕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着力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

方式。坚持创新驱动，加快启动长株潭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全面推动体制创新和科技
创新，以创新注入产业活力。积极培育经济新
增长点，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
业。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加快石化、有
色、钢铁、建筑等传统产业技术改造和转型升
级，不断提高产业竞争力。切实加强节能减排
和环境保护， 下大力气治理雾霾和重金属污
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四、加强城乡统筹发展 。大力推进新型城
镇化建设， 坚持政府投资与社会融资并举，优
化土地资源配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认真落实强农惠农政策，
进一步增加农业投入，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农
村社会化服务，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
安全底线。大力发展县域特色产业，促进县域
经济加速发展。

五、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健全社会保障
体系。加强政府公共就业服务，鼓励创业带动
就业。全面发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事业，提
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大力推进精准
扶贫，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强化食品
药品和安全生产监管， 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努力化解各类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稳定。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大会主席团：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关于湖南省
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预算草案的
报告》以及2015年全省总预算和省级预算草
案。在此之前，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对预算
报告和预算草案进行了初步审查，并在代表
大会期间邀请部分省人大代表对省林业厅、
省商务厅2015年部门预算草案进行了专题
审查。根据代表们的审查意见，结合初步审
查情况， 财政经济委员会对预算草案和报
告又作了进一步审查。 现将审查结果报告
如下：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2014年， 省人
民政府及其财税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决策部署，积极推进财政预算制度
改革，充分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努力
增收节支，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促进全省

经济社会持续平稳发展，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良好。但是，在预算执行和财政运行中
还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是：财政收
支矛盾依然突出；部分地方收入质量有待
提高；政府债务存在潜在风险；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还不够理想；一些地方和单位预
算法律意识不强。

财政经济委员会认为，省人民政府提出
的2015年预算草案体现了中央和省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我省
实际，预算草案总体可行。建议批准2015年
省级预算草案，批准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
省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预算草案
的报告》。

为进一步做好2015年财政工作，加强预
算管理，财政经济委员会建议：

一、牢固树立预算法制观念 ，强化预算
约束。 认真贯彻执行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经
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 非经法定程序，

不得调整；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
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
不得支出。进一步加大审计力度，创新审计
方式，提高审计效率。严格追究各类违法行
为的法律责任。

二、规范收入管理，提高收入质量。依法
加强各类收入征管。 清理规范税费优惠政
策，维护市场公平统一。严厉查处以虚收空
转、混库、收取过头税等违规增加收入的行
为，提高税收收入占比，实现财政收入有质
量、可持续增长。

三、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认
真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增加社
会保障、教育、卫生、文化事业投入规模，让
广大群众更多地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加大对
科技创新、节能环保、产业转型升级的财政
支持力度，发挥财政资金对转方式、调结构
的促进作用。 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机
制，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创新

财政投入方式。反对铺张浪费，坚持勤俭办
一切事业。

四 、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完善预算
管理制度。加强全口径预算管理，完善预算
体系， 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
预算。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 改革年
度预算控制方式， 建立跨年度预算平衡机
制。 细化预决算公开内容， 推进预算公开
透明。 进一步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提
高整合效果， 建立专项资金退出机制。健
全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提高财政资金使用
效益。

五、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风险。
坚决制止各级政府违法违规举债，严格控制
政府债务规模，严格政府举债程序和资金用
途。 地方政府债务应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
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应急处置机制。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湖南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5年计划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2015年1月31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 田家贵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

关于湖南省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5年预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2015年1月31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四次会议通过）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朱新民

@whyne2008：省委书记徐守盛为代表“抢”话
筒点赞，说“不要把审议变工作汇报”。省长到自治州
代表团说，“我对湘西的山山水水感情深”。 我觉得，
这是今年两会的“好声音”，听着亲切，心里暖和。新
常态下新作为，2015，定会不凡。

@山楂妞儿：2014， 你幸福吗？2015， 会更幸福
吧！幸福在哪，幸福在政府工作报告里，也在我们的
生活感受里———过年回家的车票好买了，路更顺了，
出行方便了，小孩上学、老人养老无忧了，看病便宜
了，假期更多了……为了幸福，努力吧！

@沉飞： 省两会快要结束了。 希望关于民生改
善、经济发展、收入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探索和尝
试，不会随着会议闭幕而止步。希望身边能出现更多
好代表、好委员，为民奔走、请命。

@我在芙蓉广场看你吃着_炸鸡：过去的马年，湖
南人都是蛮拼的！2014年的政府成绩单说明， 拼拼就
会赢！努力就会有作为！相信在即将到来的羊年里，咱
湖南还会亮点频出，中国梦的湖南篇章会更出彩！

@独醉-独酌：饭要一碗碗地吃，事要一件件地
干。线头千万，只能一个针眼穿。老百姓心头上的件
件事，是评价政府作为的“秤砣”。解决得越多、越好，
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就越重。 报告和决议不能只写
在纸上，更要湖南人一起奋蹄扬鞭。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晓辉 整理）

@微议两会

爱拼就会赢
“蛮拼”不止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