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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桂英，女，汉族，1966年2月出生，
河北唐山人，1990年2月参加工作，1987
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生学历，哲
学博士学位，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主要经历：1984年9月至1988年9
月，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国际经济法
专业学习；1988年9月至1990年2月，中
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系经济法专业硕士
研究生；1990年2月至1991年4月， 北京
南郊牛奶公司经营科法律顾问；1991年
4月至1993年6月，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
科员；1993年6月至1994年6月， 北京市
工商局法制处副主任科员；1994年6月

至1994年8月， 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主
任科员；1994年8月至1998年12月，北京
市工商局法制处副处长（其间:1995年4
月至1996年4月， 北京市委研究室综合
处挂职锻炼）；1998年12月至2000年6
月，北京市工商局法制处处长；2000年6
月至2001年11月，北京市工商局机场分
局局长；2001年11月至2003年9月，北京
市计委副主任；2003年9月至2008年5
月，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2008年5月至
2008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委常委、副区
长；2008年9月至2012年7月， 北京市朝
阳区委常委、副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
管委会主任（2006年3月至2010年3月，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科学技术哲学专
业在职研究生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
2012年7月至2012年11月， 北京市朝阳
区委副书记、代区长，北京商务中心区
管委会主任；2012年11月至2012年12
月，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长，北京
商务中心区管委会主任；2012年12月至
2015年9月，北京市朝阳区委副书记、区
长；2015年9月至2015年11月，北京市朝
阳区委书记、 区长；2015年11月至2018
年1月， 北京市朝阳区委书记；2018年1
月至今，湖南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2018年1月17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定任命吴桂英
同志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吴桂英同志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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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
了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审查报告》，确认由各选举单位选出的766名湖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代表资格全部有效。现予公布。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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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2018年1月17日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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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予公布，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8年1月17日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3号）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74号）

� � � �吴桂英 通讯员 摄

沈德良

前些日子， 新华社及浙江媒
体集中报道了已退休多年的义乌
老干部谢高华， 浙江省委主要领
导作出批示， 要大力选树一批像
谢高华一样敢于担当、 积极作为
的干部。

几天前， 衡阳市委原书记李
亿龙一审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 。
当浮云散去、一切尘埃落定，这位
曾经的“霸蛮书记”，露出了“两面
人” 的面目， 就连他自己也曾用
“罄竹难书 ”一词 ，来忏悔自己堕
落的人生轨迹。

一位是敢于担当、 受人爱戴
的干部， 一个是只能在铁窗里面
壁思过的阶下囚。 同样身为党员
干部，如此巨大的反差，能不让人
警醒？

当年， 谢高华冒着丢 “乌纱
帽”的风险,开放当时仍被当作“投
机倒把”的马路摊贩市场 ,支持农
民经商， 最终让义乌发展成全球
最大的小商品交易市场。 30多年
过去了，富起来了的义乌人，用自
己质朴的方式表达着对他的敬
仰———每年义博会期间,都会有数

百名市民自发到高速公路出口处 ,
迎候谢书记“回家”。

没有人与生俱来就是贪腐之
徒， 不少落马贪官也有过激情燃
烧的岁月， 也曾怀揣干出一番事
业的梦想。 重庆市武隆区政协原
主席张晓江出身贫寒， 小时候饭
粒掉在桌子上也会捡起来吃掉 ，
刚走上工作岗位时， 甘于当一名
清贫的代课教师。 然而，当他手握
权力、面对形形色色诱惑时，穷怕
了、苦怕了的经历，却变异成疯狂
敛财、贪图享受的原动力。

类似李亿龙、 张晓江这样的
人，在物欲中迷失了自己，把头顶
的“乌纱帽”当作捞取一己私利的
工具，把党员的初心、信念抛到了
脑后，“一念之差”导致底线失守，
最终酿成“一生之痛”。

政声人去后 ， 民意闲谈中 。
滚滚红尘中难免有 “灰尘 ”，在名
利情欲诱惑面前稍稍 “走神 ”，就
可能酿成 “下半生悲剧 ”。 谨防
“一念之差 ”成 “一生之痛 ”，就得
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定力
与初心 ，做到节俭内敛 、敬终如
始 ，时刻以党员干部的标准对照
自己 、要求自己 。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刘勇 通讯员 尹志伟）全
省财政工作会议今天在长沙召
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强调，要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善
于观大势谋全局， 紧扣社会主要
矛盾新变化， 推动财政政策聚力
增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陈向群指出， 做好新时代财
政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准确把
握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按照高
质量发展要求， 优化财政资源配
置， 着力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 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

攻坚战，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要推动产业建设和实体经
济发展，落实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 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
发展，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促进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要积极组织财政收入、着力提高收
入质量、 深入推进财税体制改革、
切实加强资金监管，提高科学聚财
理财水平，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要提高政
治站位，持续转变工作作风，严守
廉洁自律底线，按照增强“八种本
领”的要求，培养打造一支高素质
专业化的财政干部队伍。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沙兆华）1月16日至17日， 省委常
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深入
衡阳调研政法综治工作， 并与部
分市政法委书记和政法单位负责
人座谈， 进一步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 深入谋划今年我省
政法工作。

黄关春一行先后来到衡南县
公安局、衡南县综治中心、衡南县
云集镇黄金社区及珠晖区衡州路
街道等基层单位， 对各单位加强
基层基础建设工作， 提升风险防
控和社会治理能力给予肯定。

黄关春强调， 要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
领和指导全省政法工作。 要坚决
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提高政
治站位，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坚持和加强党
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各级政
法机关要履职尽责， 切实肩负起
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
任， 坚决维护政治安全、 坚决维
护大局稳定、 坚决维护社会治
安、 坚决维护公共安全、 坚决维
护公平正义， 有效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 要加强政法综治基层基础
工作，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打造共建
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大力
推进信息化建设， 推动政法工作
长足发展。 要以政治建设统领政
法队伍建设， 不断提升能力素
质， 加强作风建设， 打造过硬政
法队伍。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背景】
“河长制”是指由各级党政一把

手担任 “河长 ”，负责辖区河湖保护
管理和污染治理。 作为我省长度最
长、 流域面积最广、 流域内人口最
多、工农业最为发达的湘江流域，其
环境状况与全省人民的幸福生活息
息相关。

2017年省两会期间 ， 民进湖
南省委以集体提案的形式 ， 提交
《关于湘江流域综合治理 “河长

制 ”责任体系建设的建议 》。建议建
立 “公众参与和政府主导有效联
结 ，多中心的水环境治理结构 ”，明
确 “河长制 ”办公室等临时性议事
协调机构的设立标准 ，制定科学的
权责配置方案 。建立规范高效的行
政协助制度 ，形成合力 。建立多元
化筹资机制 ，拓展融资渠道 ，完善
生态补偿机制 ，推动地方政府积极
治污 。建立完善的地方政府环境问
责机制及环保职能部门与政府环
境绩效考评体系 ，建立公众问责机
制 。

【回音】
提案交办后，省财政厅、省水利

厅、 省环保厅等办理单位通过电话
沟通、面对面沟通座谈等形式，及时
与民进湖南省委沟通情况， 交换意
见。

2017年， 我省全面推行“河长
制”。相继出台了《河长会议制度》等
制度，加快建立健全“政府引导、地
方为主、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
元化筹资机制。 通过政府门户网站
公开湘江流域污染整治方案、 水质
环境状况等信息。 专门设置环境信

息公开发布平台， 社会公众可以通
过来信来访、 网上申报等渠道申请
信息公开。 将考核结果纳入省委省
政府对市州党委、 政府绩效考核内
容。

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体系
基本建立，全省五级河长累计巡河近
26万人次。截至2017年11月，全省完
成33条黑臭水体整治、30处工业园区
污水集中处理设施与在线监测建设、
4134个行政村垃圾治理、211万平方
米大型水库退养、41个饮用水水源保
护区入河排污口关闭等任务。

将申报片区作为准自贸区先行先试

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申报
按下快进键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背景】
湖南湘江新区作为中部地区首个

国家级新区，具备建设中国（湖南）自
贸试验区的基础和条件， 但是新区缺
乏机场、港口、高铁等重要对外通道，
缺乏口岸、 海关特殊监管区等开放平
台， 开放型经济和生产性服务业仍是
发展短板。针对这一情况，省人大代表
胡忠雄、 张早平等在省人大会上分别
领衔提出了关于推动湖南自贸区申报
的建议。建议将新区功能进行拓展，整
合机场、港口、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

以湖南湘江新区为核心， 以长沙临空
经济和岳阳临港经济 （湖南空港经济
区走廊）为主体的“1+2”模式申报国
家自由贸易试验区。

“以湖南湘江新区为核心的‘1+
2’模式申报中国（湖南）自贸区是形
势所需， 也是弥补湖南湘江新区发
展短板的迫切需要。”张早平告诉记
者，这对于提升新区的发展层次，弥
补突出发展短板， 促进中部地区崛
起、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内陆
地区开放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回音】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将与

“推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实施
加快中国（湖南）自贸区创建工作”
有关的4件代表建议作为2017年度
重点处理建议，进行重点督办。2017
年全国两会期间，湖南代表团将《关
于批准设立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的建议》，作为全团首个集体建
议递交大会。2017年6月8日，省人大
财经委、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联
工委负责人赴省商务厅督办。

省商务厅负责人介绍，2017年2
月27至28日， 省商务厅与商务部研
究院就“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
区申报方案”，邀请了国内的权威专

家和国家相关部委领导， 在北京先
后举办了学术专家论证会和部委领
导论证会。根据国务院要求，我省已
深入开展了两批共计51项自贸试验
区经验的推广复制。截至目前，第一
批32项改革任务已完成31项， 第二
批19项改革任务已完成18项。 接下
来， 我省将全力推进申报中国（湖
南）自贸试验区工作，将申报片区作
为准自贸区， 按照申报总体方案和
全省推广复制自贸区经验工作的要
求进行先行先试，并结合湖南实际，
进一步深化外贸、投资、金融及行政
体制等相关领域的改革。

建立“河长制” 致力“河长治”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石旭刚 ）今天下午，第三
十一次全省“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贯彻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总结工作、表彰先进、部署任务。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扫黄打
非”工作小组组长蔡振红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省长、省“扫黄打非”工作小
组副组长向力力主持会议。

据统计，2017年全省共收缴非法
出版物24.76万件， 处置网络有害信
息33952条、 关闭违法违规网站613
个，立案查处“扫黄打非”案件715起，
全国挂牌督办案件7起， 省办挂牌督
办案件15起，“湖南岳阳‘狼友’直播
平台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入选全国
“扫黄打非”十大案件。建成“扫黄打
非” 进基层点28701个， 覆盖全省

98.3%以上的行政村和社区。
蔡振红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增强做好新
时代“扫黄打非”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
要进一步突出网上“扫黄打非”主战场，
突出案件查办，突出“扫黄打非”进基层
全覆盖，做到“打”出声势、“扫”出新貌。
要切实加强党对“扫黄打非”工作的全
面领导，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 � � � 湖南日报1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罗江帆） 今天召
开的全省国企改革暨国资监管工
作会议提出，2018年省属监管企
业营业收入、利润、税收同比分别
增长10%以上， 国有资产保值增
值率不低于105%。 省委常委、
副省长、 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剑飞
出席并讲话。

2018年， 全省国资系统将大
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推动监管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围
绕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全
力推进国资布局结构调整和企业
重组整合、 创新国资监管体制机
制、 创新现代企业制度三项重点
工作， 将省属监管企业整合至24

户左右， 着力抓好稳增长、 调结
构、推改革、优监管、强党建、塑文
化等工作。

张剑飞在讲话时充分肯定了
过去5年特别是2017年全省国资
国企改革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效，
他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全面加强国企党建，以
党的建设带动国资国企改革发
展；要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
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做强做优
做大国有资本、 培育具有较强竞
争力新型国有企业； 国企改革要
有大局意识， 聚焦主业发展实体
经济，国企投资要慎重，确保国有
资产保值增值， 党风廉政建设要
常抓不懈。

三湘时评

别让“一念之差”
成“一生之痛”

陈向群在全省财政工作会议上强调

推动财政政策聚力增效
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省“扫黄打非”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蔡振红出席

推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
全省国企改革暨国资监管工作会议

召开，张剑飞出席

黄关春赴衡阳调研政法综治工作时强调

坚持和加强
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

“水墨”
宝峰湖

1月17日上午，
张家界武陵源宝峰湖
景区水汽弥漫， 斜洒
的阳光、飘逸的薄雾、
悠闲的游船、 如聚的
峰峦， 构成一幅山水
相映的冬日水墨画
卷。 吴勇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