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达到4565.69亿元，
是2012年的1.55倍，
年均增长9.22%

2017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达到6857.7亿元，

是2012年的1.66倍，
年均增长10.73%

2017年
全面从严治党盘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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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刘文韬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五次会议在长沙闭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原则
通过了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文件，表
决通过了1件地方性法规和有关人事任命案。
会议确认由全省15个选举单位依法选举产生
的766名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资格有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谢勇、刘莲玉、
李友志、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何报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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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原则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草稿），提请省十三届人
大一次会议审议， 委托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韩永文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向省十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作工作报告； 原则通过了湖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
（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关于设

立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议案审查委员会和计划、预算审查委员会的决
定（草案）及组成人员名单（草案），提请省十三
届人大一次会议预备会议审议；通过了湖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列席人员
名单，报告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会议表决通过了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资格审查的报告。会议确认的766名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中， 少数民族代表98名，占
12.66%；妇女代表207名，占26.74%；归侨侨眷
代表13名，占1.68%；工人代表39名，占5.04%；
农民代表118名，占15.25%；专业技术人员代
表131名， 占16.93%； 党政领导干部代表240
名， 占31.01%； 党外代表人士代表84名，占
10.85%；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代表119名，占
15.37%；解放军和武警代表30名，占3.88%；其
他代表5名，占0.65%。同时，共有175名省十二
届人大代表连任，占代表总数的22.61%。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
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

会议决定任命吴桂英为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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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家毫充分肯定省十二届人大及其常委
会为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程、 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的积极贡献。他说，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即将胜利召开， 这是
我省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要切实提高政
治站位，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
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认真
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部署要求， 坚持
正确政治方向， 充分发扬民主， 严格依法办
事，切实履行好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权，努力
把这次大会开成民主团结、务实奋进、风清气
正的大会，圆满完成大会预定的各项任务。

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 省人大各专门
委员会，常委会办事机构、工作机构，省人民
政府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闭幕

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国企改革暨国资监
管工作会上获悉，2017年， 全省国资系统
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到21050亿元， 实现
利润195亿元， 同比增长105%； 创造税收
217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省属监管企
业资产规模达到7000亿元，累计实现营业
收入4250亿元， 同比增长20%； 实现利润
129亿元，同比增长464%；创造税收174亿
元，同比增长20%，均创历史新高。

2017年，全省国资系统以党的建设带
动国资国企改革发展，以国资改革带动国

企改革， 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大幅提升。在
省属监管企业中，有11户企业实现营业收
入过100亿元，其中华菱集团过1000亿元、
湖南建工集团过800亿元、 中联重科过
500亿元； 有16户企业实现利润过亿元，
其中华菱集团过50亿元，中联重科、现代
投资、湖南建工集团过10亿元。在市州国
有企业中， 实现利润过亿元的有长沙、常
德、株洲、湘潭、邵阳、衡阳等6个市，其中
益阳、株洲、长沙实现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为77%、16%、14%。

荩荩（下转7版②）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刘勇 通讯员 尹志伟 欧阳毅）记者从今天
召开的全省财政工作会议获悉，2017年，
湖南财政收入实现总量、 质量
“双提升”；七成财力用于民生，
财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成效
明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 湖南财政运行质量
稳健提升。快报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4565.69亿元， 是2012

年的1.55倍， 年均增长9.22%。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达到6857.7
亿元，是2012年的1.66倍，年均
增长10.73%。 荩荩（下转4版②）

做大收入“蛋糕” 保障改善民生

湖南财政运行质量稳健提升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周帙恒 ）
1月15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在全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开展“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调研活动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要求全省上下重点聚
焦7个方面问题，开展好为期半年的大调研
活动，并逐步形成常态长效机制。

调研成果要形成三张“清单”
根据《通知》，这一为期半年的大调研

活动，从今年1月中旬开始，6月份结束，将
分四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为调研实施阶段(1月中旬至
3月中旬)， 全省各市州、 省直机关部门单
位、县市区按照省委统一部署，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深入一线,集中开展调查研究。

第二阶段为问题梳理阶段(3月下旬)。
各级各部门集中对调研情况进行全面梳

理,列出问题清单,明确责任,将工作落实到
岗到人。对列出的问题清单认真剖析、找准
症结和关键。

第三阶段为破解难题阶段 (4月份至5
月份)。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提出有效
的破解措施。 要充分借鉴其他地区和部门
破解难题的办法, 充分尊重基层群众的首
创精神,集中专家、学者的智慧，鼓励高校、
科研机构等智库单位参与研究解决问题的
办法。

第四阶段为总结完善阶段(6月份)。及时
总结调研实施过程中的好做法、 好经验,进
一步完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长效机制。

《通知》要求，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的
调研作风，认真抓好调研成果的运用转化，
形成问题清单、措施清单和解决清单，并严
格落实调研活动的工作要求。

荩荩（下转4版①）

决定任命：
吴桂英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8年1月17日湖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主持会

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李友志、王柯敏，秘书
长彭宪法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隋忠诚
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命案的说明和拟
任人员任职前发言。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省委办公厅下发通知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深入开展“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大调研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让巡视成为“国
之利器、党之利器”。

过去一年， 湖南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巡
视工作方针，担负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充
分发挥巡视利剑作用，不断深化政治巡视，
全省巡视巡察工作交出一张满意的答卷。

落实主体责任 深化政治巡视
“党组领导作用发挥不够，机关党建基

础薄弱，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两个责任’
落实不力，管党治党宽松软……”

2017年10月中旬，省委巡视组全面反
馈十一届省委第二轮巡视情况时，对20个
被专项巡视的省直单位开出以上问题清
单，其中党内政治生态成为关注的重点。

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颁布实施，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
发展。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巡视工作方针，
自觉担负起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坚定不移
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不动摇。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先后主持召开4次省委常委会、2次书记专
题会，共19次对巡视工作作出批示。省委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多次部署巡视工作，共
召开7次领导小组会、4次动员部署会，推
进巡视工作深入开展。

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下发后， 省委
出台学习贯彻新条例的通知、 市县党委建
立巡察制度的实施意见、2017至2021年省
委巡视工作规划等一系列文件， 为湖南巡
视巡察工作开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强化成果运用 推动标本兼治
湖南狠抓巡视巡察整改， 也高度重视

对巡视巡察成果的运用。
“巡视这把利剑必须牢牢抓在手里、始

终高高举起。”2017年10月，在全省巡视巡
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杜家毫再次强调，
要用好巡视成果，既立足治标拿出“当下
改”的举措，又着眼治本完善“长久立”的
机制。

荩荩（下转7版①）

1月17日， 谭盾在
指挥乐队演奏斯特拉文
斯基的作品《焰火》。当
晚，2018谭盾新年音乐
会在长沙音乐厅精彩上
演，作曲家、指挥家谭盾
携手歌手谭维维、小提琴
家朱丹等知名音乐人，
为长沙听众带来一场音
乐盛宴。
龙文泱 傅聪 摄影报道

新年
音乐盛宴

巡视利剑作用不断彰显———

利剑高悬 震慑常在

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 7版
■短评

全省国企收入利税均创历史新高
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突破2万亿元，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05%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岁末年初， 湖南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喜报
频传：电影《十八洞村》在全国上映后，获得票
房过亿的佳绩； 备受瞩目的马栏山视频文创
产业园揭牌奠基，世界“媒体艺术之都”长沙
又将新增一张闪亮名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7年，全省宣传
思想文化战线紧紧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这条主线，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提振精气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凝聚起全省人民“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的磅礴力量，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发挥了思想引领、舆论推动、精神激励
和文化支撑作用。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树起了新时代中国共
产党人的思想旗帜、中国人民的精神旗帜。

旗帜指引方向。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
中央宣讲团就来到湖南， 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进行座谈交流。湖南
也迅速行动，省委宣讲团的专家们分赴市州、
省直机关、 本科院校和大型企业宣讲十九大
精神近120场， 与基层群众开展座谈交流14
场。全省各市州、区县也相应成立党的十九大
精神专家宣讲团，开展主题宣讲1.4万多场，开
展基层座谈交流4600多场， 推动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三湘大地落地生根。

荩荩（下转4版③）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凝聚精神力量

———2017年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综述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理论，
理论宣传展现出新气象
全省开展十九大精神宣讲

1万多场；电视理论节目《社会主义
“有点潮”》播出后好评如潮

制图/周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