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游劝荣检
察长所作的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省人民检察院2015
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的2016年
工作安排， 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省人民检察院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 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省委的决策部署和本次会议的
要求，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以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 以强化法律监督、 强化自身监
督、 强化队伍建设为总抓手， 以司
法办案为中心， 以深化改革创新为
动力， 全面履行检察职能， 着力提
升工作水平，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有力
司法保障。

� � � �一、 内务司法委员会
委员 （1人）：
胡伯俊
二、 财政经济委员会
委员 （1人）：
徐文龙

�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经过审查， 同意省人民
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
告， 决定批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湖南省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6年计划
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6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经过审查， 同
意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
员会的审查报告， 决定批准省

人民政府提出的 《关于湖南省
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6年
预算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6年
省级预算。

�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
于来山副主任受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委托所作的工作报告。
会议充分肯定了省人大常委会
2015年的工作， 同意报告提出
的2016年工作安排， 决定批准
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 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要坚持以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 五
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按照“五
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
面” 战略布局要求， 认真贯彻
创新、 协调 、 绿色 、 开放 、 共
享发展理念， 依法行使各项职
权，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做出新
的贡献。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康为民院长所
作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会议
充分肯定了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年
的工作，同意报告提出的2016年工作
安排，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要求，省高级人民法院要认
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
省委的决策部署和本次会议的要求，
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忠实履行宪
法法律赋予的职责,依法独立公正行
使审判权 ,深化司法改革，打造过硬
队伍，深入推进平安湖南、法治湖南
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有力司法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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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友志， 男， 汉族，1956年5月出
生，湖南常德人，在职研究生，工商管
理硕士，1980年8月参加工作，1985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经历：1978年9月至1980年8
月， 常德师范学校师范专业学习；1980
年8月至1984年12月， 常德地区教委计
财科科员；1984年12月至1985年9月，常

德地区财政局干部；1985年9月至1985
年12月， 常德地区财政局办公室副主
任；1985年12月至1986年7月，常德地区
财政学校副校长；1986年7月至1991年5
月，省财政厅行财处干部（其间：1987年
8月至1990年6月，中央党校函授学院大
专班经济专业学习）；1991年5月至1993
年8月，省财政厅行财处副处长；1993年
8月至1995年10月，省财政厅行财处、文
教行政处处长；1995年10月至2002年
11月，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成员（1994
年9月至1998年12月， 湖南大学国际商
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02年11月至
2003年2月，省财政厅副厅长、党组副书
记；2003年2月至2007年4月，省财政厅
厅长、 党组书记（其间：2005年9月至
2005年12月，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中青年
干部培训班学习）；2007年4月至2008
年8月，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财政厅
厅长、党组书记；2008年8月至2011年9
月，省长助理、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
财政厅厅长、 党组书记；2011年9月至
今，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

2016年1月30日，在省第十二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当选为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 � � 王柯敏， 男， 汉族， 1957年8
月出生， 湖南宁乡人， 研究生， 理
学博士 ， 1975年 6月参加工作 ，
198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主要经历： 1975年6月至1978
年2月， 沅江县知青； 1978年2月
至1982年3月， 湖南大学化工系分
析化学专业学习 ； 1982年 3月至

1984年12月， 湖南大学化工系硕
士研究生； 1984年12月至1987年
12月，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博士
研究生； 1987年 12月至 1989年 9
月 ，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教师；
1989年9月至1991年1月， 瑞士联
邦苏黎士高等理工学院博士后；
1991年1月至1992年9月， 湖南大
学化学化工系教授； 1992年9月至
1995年6月，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
副主任 ； 1995年 6月至 1996年 10
月 ，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系主任 ；
1996年10月至1997年3月， 湖南大
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1997年3月
至1999年5月， 湖南大学副校长；
1999年5月至2003年2月， 湖南大
学校长； 2003年2月至2011年9月，
省科技厅厅长、 党组书记 （其间：
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 中央党
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1
年9月至今， 省教育厅厅长、 党组
书记， 省委教育工委书记 （其间：
2013年9月至2014年1月， 中央党
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

2016年1月30日， 在省第十二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 ，
当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听取和审查了杜家
毫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会
议充分肯定省人民政府2015年及
“十二五”时期的工作，同意报告
提出的2016年及“十三五”时期工
作的总体部署、 目标任务和政策
措施，决定批准这个报告。

会议号召， 全省人民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在中共湖南

省委的坚强领导下， 以“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为统领，坚持发展第
一要务，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
量和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一带
一部”区位优势，加快形成引领经
济发展新常态的体制机制和发展
方式，促进“三量齐升”，推进“五化
同步”，勠力同心，真抓实干，统筹
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
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加
大扶贫攻坚力度， 加快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步伐， 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五次会议审查了省人民政府提出的
《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
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 会议同意
省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
查报告，决定批准这个规划纲要。

会议认为， 规划纲要全面贯彻了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体现了“五位一
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要求，贯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 准确把握了湖南发展
的阶段性特征， 反映了全省人民的意
愿，是全省人民共同的行动纲领。 会议

号召， 全省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 在中共湖南省委的坚强领
导下，认真实施“十三五”规划纲要，坚
持发展第一要务， 坚持以提高经济发
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充分发挥“一带
一部”区位优势，深入实施“一核三极
四带多点” 发展战略， 促进“三量齐
升”，推进“五化同步”，加大扶贫攻坚
力度， 加快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 奋力夺取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伟大胜利。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选举李友志、 王柯敏为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2016年1月30日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
公 告
（第1号）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2015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6年计划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李友志同志简历 王柯敏同志简历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2015年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6年预算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
关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 � � �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五次会议， 选举胡伯俊、 徐
文龙为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 特此公

告。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主席团
2016年1月30日

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公告

（第2号）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
和财政经济委员会部分委员名单

（2016年1月3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 � � �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张斌 陈昂）今天，省领导
傅奎、黄跃进、黄兰香、谢勇、刘建
新， 分别来到参加省十二届人大
五次会议的各代表团， 与代表们
一起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傅奎参加了衡阳市代表团的审
议。他说，“两院”报告实事求是地亮
出了去年的“成绩单”，对今年的工
作部署思路清晰， 回应了人民群众
的关切。对职务犯罪的惩治、预防和
审判， 是反腐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加强纪检监察机关与法院、检
察院的协调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形
成反腐败合力。

黄兰香参加了株洲市代表团的
审议。 她说，过去五年，株洲经济快
速发展，民生大幅改善，城乡面貌发
生很大变化， 经济增速与提质走在
全省前列，在适应、引领、认识新常
态方面探索出了好的经验， 在结构
调整、产业升级等方面成效明显，这
是株洲几大家班子与全市人民共同
努力的结果。未来五年，株洲要发挥
自身优势，按照五大发展理念，推进
供给侧改革，实现转型升级发展，抓
好脱贫攻坚等工作，努力实现“株洲
梦”。

黄跃进、 刘建新参加了解放
军代表团的审议。 谢勇参加了永
州市代表团的审议。

发挥各自优势 回应群众关切
省领导参加各代表团分组审议

(上接1版)
� � � � 杜家毫充分肯定省政府参事室、
文史馆过去一年的工作成效， 并向各
位参事、 馆员拜早年， 致以新春祝
福。 他说， 参事室和文史馆有着光荣
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 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智库
建设、 中国特色参政议政制度， 以及
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
国家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经济实力不

断增强、 民主法制建设不断推进， 参
事文史工作将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生
机， 在参政议政、 建言献策、 存史资
政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杜家毫指出， “十三五” 时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也是
进入新常态的经济发展关键时期。 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准确把
握历史方位、 着眼引领未来发展， 提
出了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的新发展理念， 集中体现了“十三
五” 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的发展思路、
发展方向、 发展着力点， 事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实现。 我们务必要把
“五个发展” 理念学习领会好、 贯彻
落实好， 摆脱旧思维， 进一步更新观
念， 实现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
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 遵循社
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 更加注重科技
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更加注重质量

和效益提升， 更加注重生态建设和环
境保护， 更加注重大规模“走出去”
和高质量“引起来”， 更加注重保障
和改善民生。 希望广大参事和文史馆
员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 发挥自身专
业优势和深厚功底， 在如何更好地践
行“五个发展” 新理念上多作深层次
思考、 多提意见建议， 真正将智力研
究成果转化为参政议政成果， 共同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李友志 王柯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