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隋忠诚

隋忠诚，男，汉族，1967年6月出生，吉
林长春人，1988年7月参加工作，1988年6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
博士，高级工程师。

主要经历：1984年9月至1988年7月，武
汉水利电力学院水建及施工系水建专业学
习；1988年7月至1992年2月，吉林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办公室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92年

2月至1994年10月，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水库科副科长、科长；1994年10月至
1999年3月，吉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副主任（1996年7月明确为正处级， 其间：
1996年8月至1999年3月挂职任辉南县副县
长）；1999年3月至2000年1月， 吉林省水利
厅工管处处长、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
主任；2000年1月至2001年7月，吉林省防汛
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常务副主任（1997年9月
至2000年6月，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世界
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
位）；2001年7月至2003年6月， 吉林省吉林
市副市长；2003年6月至2004年4月，吉林省
水利厅副厅长；2004年4月至2007年6月，共
青团吉林省委书记、党组书记，省青联主席
（2001年9月至2006年12月， 吉林大学东北
亚研究院世界经济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
经济学博士学位）；2007年6月至2009年4
月，吉林省通化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
2009年4月至2009年5月， 吉林省长春市委
常委；2009年5月至2011年5月，吉林省长春
市委常委、 副市长；2011年5月至2013年1
月，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2013年
1月至2017年7月， 吉林省副省长；2017年7
月至今，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7年7月28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隋忠诚为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省部级主
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班精神和中央
深改组第三十七次会议精神， 集中观看政论
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第十集《人民的获
得感》，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杜家毫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牢固树立“四个自信”，坚决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更加扎实有效做好
湖南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领导许达哲、李微微、乌兰、陈向群、

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谢建辉、
韩永文等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专题研讨班
开班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发展
全局的高度，立足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
内和国际， 科学分析了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系
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刻
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
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
针，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判断、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
性、前瞻性和指导性，是一篇指导我们党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马克
思主义光辉文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更加自觉地用党的
创新理论统一思想、凝聚力量。

荩荩（下转2版②）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增强“四个意识” 树立“四个自信”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刘文韬 贺
佳 周帙恒）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在长沙闭幕。 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
议表决通过了1项决议案、1项决定案，１件
地方性法规和有关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 谢勇、
刘莲玉、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
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
陈向群，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
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曹儒国作的关于《长沙市沩
山风景名胜区条例》审查结果的报告。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16年省级决算

的决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批准〈长沙市沩山风景名胜区条例〉的
决定》。

会议决定接受谢建辉辞去湖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职务，报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会议决定任命隋忠诚为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

会议还表决了其他有关人事任免案。
杜家毫为本次会议决定任命和任命的

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为本次会议

表决通过的国家工作人员举行了宪法宣
誓仪式。

杜家毫指出，当前，省委、省政府立足全
省抗灾救灾严峻形势和灾后重建繁重任务，
作出了一系列部署安排。 荩荩（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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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委举行颁授“八一
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习近平向“八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
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闭幕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决定任命：
隋忠诚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许显辉为湖南省公安厅厅长；
石建辉为湖南省财政厅厅长。

决定免去：
黄关春的湖南省公安厅厅长职务；

许 显 辉 的 湖 南 省 监 察 厅 厅 长 职
务；

郑 建 新 的 湖 南 省 财 政 厅 厅 长 职
务；

肖百灵的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
办公室主任职务。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17年7月28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隋忠诚同志简历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7月28日，华菱钢铁收出4连阳，继前3日
分别上涨0.98%、1.55%、1.91%后， 再度上涨
1.87%，报收5.44元。自7月10日复牌至今，该
股累计涨幅近40%，其中有6个交易日涨停。

此前， 华菱钢铁宣布与主要交易对手
方———华菱集团、财信金控，就终止实施重大
资产重组达成一致。

重组终止，股价却走出一波上涨行情，探
寻背后原因， 与行业回暖、 钢铁板块上涨有
关；更与华菱业绩良好、技术创新、产品升级

等密不可分。

业绩骄人 ， 增利幅度全国
地方钢企第一

7月7日，华菱钢铁发布2017年半年度
业绩预告， 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1
至13亿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9亿至10亿元， 基本每股收益0.298元
至0.331元。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兰志荣 刘源）省审计厅今日发布2016年
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报
告。报告显示，我省财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障， 财税管理改革有序

推进，上年度审计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审计发现，省级专项资金进一步整合，由

98项整合为82项， 资金分配管理更规范；清
理收回沉淀资金17.77亿元，收回单位上年结
余资金5.03亿元；省直单位“三公”经费全年

支出5.02亿元， 较上年减少0.92亿元， 下降
15.5%。但省级财政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
部分预算单位年中追加比例高， 对市县专项
转移支付提前下达比例较低等。

重点审计了省纪委（省监察厅）、 省高
院、省检察院、省财政厅等21个部门单位。
审计结果表明， 这些部门预算执行情况总
体较好，资金使用绩效明显提高，但一些部
门和所属单位预算管理仍存在收入征缴和
管理不到位、违规列支和转嫁费用、专项资
金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荩荩（下转3版①）
（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审计工作报告

见第6版、7版）

2016年度省级预算执行
审计工作报告出炉

省直单位“三公”经费较上年下降15.5%
发现并移送案件线索60起，“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突出

做强主业展雄风
———华菱集团利润增幅地方钢企第一探秘（上）

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时代楷模光耀
强军征程，至高荣誉彰显卓越功勋。中央军
委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誉称号仪式
28日在京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八一勋
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和证书，向获得荣誉称
号的单位颁授奖旗。

八一大楼仪式现场， 官兵代表整齐列
队，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18名礼兵正
步入场，持枪伫立两侧，授勋授称仪式开始，
全场齐声高唱国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宣读了习近平签署
的中央军委关于颁授“八一勋章”和授予荣
誉称号的命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
军委副主席许其亮主持仪式。

麦贤得、马伟明、李中华、王忠心、景海鹏、
程开甲、韦昌进、王刚、冷鹏飞、印春荣等获
得“八一勋章”的同志依次上前，习近平为他
们佩挂勋章、颁发证书，同他们亲切握手、合
影留念。

随后，习近平向获得“学习践行党的创
新理论模范连”荣誉称号的陆军某部装甲步
兵三连颁授奖旗。

授勋授称仪式在嘹亮的军歌声中结束。
习近平同获得“八一勋章”的同志集体合影。

中央军委委员常万全、房峰辉、张阳、
赵克石、张又侠、吴胜利、马晓天、魏凤和，以
及各战区、各军兵种、军委机关各部门、军事
科学院、国防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武警部队
领导等参加仪式。

新设立的“八一勋章”，是由中央军委决
定、中央军委主席签发证书并颁授的军队最
高荣誉。“八一勋章”“共和国勋章”“七一勋
章”“友谊勋章”位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制度体系的最高层级。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
军90周年之际，中央军委首次颁授“八一勋
章”， 充分体现了对英模典型的崇高敬意和
高度褒奖，必将极大提振军心士气、激发昂
扬斗志，激励全军汇聚起为实现中国梦强军
梦而奉献的强大正能量。

美丽乡村
新画卷

7月27日，资兴市三都镇
流华湾旅游区， 碧绿清香的
荷塘与湘南古村落交相辉
映， 构成一幅美丽古朴的乡
村画卷。近年来，该市大力推
进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程，
村民人均收入逐年增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李强辉 摄影报道

新华社北京 7月 28日电 热血和奉献
谱写壮丽史诗 ， 忠诚和信仰铸就光辉征
程。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文艺
晚会《在党的旗帜下》28日晚在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和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与首都3000多名各界群众一起
观看演出。

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庄严辉煌， 二楼
眺台悬挂着横幅：“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 把人民军
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舞台中央，绚烂的霞光映照
着雄伟的长城，战士们高擎旗帜、奋力前行的
群像栩栩如生。舞台两侧，挺拔的柱石托举起
熠熠闪光的八一勋章，“1927-2017” 的红色
字样寓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90年栉风沐雨
的历程。

19时55分，欢快的迎宾曲响起，习近平
等领导同志步入大礼堂，与老战士、老同
志代表和“八一勋章” 获得者亲切握手 ，向

他们致以崇高敬意 ， 全场响起热烈掌
声 。

“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们
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铿锵有力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拉开晚会序幕， 唱响不变
的军魂、强军的梦想。

90年峥嵘岁月，90年砥砺前行。 晚会通
过四个篇章讲述了人民军队在党的旗帜指引
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
利的光辉历程。

荩荩（下转2版①）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文艺晚会《在党的旗帜下》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观看

习近平签署命令
授予麦贤得等同志“八一勋章”；授予陆军某部

装甲步兵三连“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模范连”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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