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心协力迎战雨雪冰冻天气

———2018湖南省两会特别报道

2-4版荩荩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十二月十四
第24701号

30
2018年1月

星期二

今日16版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今天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六次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议案审查委员会关于
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结果的报告，计划、预
算审查委员会关于湖南省2017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8年计
划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计划、预算审查委
员会关于湖南省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与
2018年预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将
这3个报告印发全体代表。

会议原则通过以下决议草案， 提请省
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
湖南省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8年计划的决议草案；关于

湖南省2017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8年预
算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湖
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会议还原则通过了关于设立湖南省
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草案，提交代表酝酿、讨论，并提请省十三届
人大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还原则通过了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
员、委员名单草案，作为主席团提名，提交
代表酝酿、讨论，并提请省十三届人大一次
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

会议由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刘莲玉
主持。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四次全
体会议， 投票选举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 委员和应由我省选
举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出席大会的领导有：杜家毫、许达哲、
李微微、乌兰、陈向群、傅奎、黄关春、黄兰香、
王少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

冯毅、韩永文、黄跃进、刘莲玉、杨维刚、王柯敏、
向力力、叶红专、周农、何报翔、隋忠诚、陈飞、
许显辉、陈文浩、彭国甫、贺安杰、易鹏飞、
游劝荣、刘波。王柯敏主持。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中共中央组织部督导组莅临大会现场

指导。
本次会议应到代表766人，经工作人员清

点核实，参加选举的代表为762人，符合法定
人数。

经代表们无记名投票选举， 胡伯俊当选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
书长，57名同志当选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还选举出应由
我省选举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18名。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6号）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记者
今天从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
会获悉， 本次大会共收到代表依法联名提出
的符合条件的议案4件。

这4件议案分别为：关于提请制定《长株
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条例》的议案；关于修
订《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法〉办法》的议案；关于修订《湖南省农
村扶贫开发条例》的议案；关于修订《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办法》的议案。

这4件议案均为地方立法议案。议案审查
委员会认为， 均属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
权范围，形式比较完备，案由比较充分，案据
比较合理，方案比较具体，均附有法规草案或

修订草案，符合议案要求。同时，内容重点突
出，聚焦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脱贫
攻坚等中心工作，议案质量较高。

经大会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审议决定，会
后分别交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处理，
并向省人大常委会提出关于议案审查结果的
报告。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项目
在长沙举行签约仪式，美国伟创力集团由此
成为在湘投资的第168家世界500强企业，也
吹响了今年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的
号角。签约仪式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会见
了伟创力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迈克纳曼
一行。

省领导胡衡华、谢建辉、陈文浩参加会见
或见证签约。

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选址望
城经开区，总投资50亿元，全面推广应用工
业4.0标准，主要生产智能手机终端和智能
电子产品。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0亿
元、年税收1.5亿元、就业1万人以上，成为
我省电子信息和智能制造产业的又一张新
名片。

杜家毫对迈克尔·迈克纳曼一行到来表
示欢迎， 对伟创力集团来湘投资表示赞赏和
感谢。他说，正在举行的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
议，选出了新一届湖南省国家机构领导人。站

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产业项目
建设，加强与世界500强企业合作，奋力推动
湖南高质量发展。 湖南将为伟创力在湘投资
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和优质服务， 推动双方合
作早日结出硕果。

迈克尔·迈克纳曼说， 长沙交通区位优
越，是“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之一，尤其
是高效优质的政务环境令人印象深刻。 我们
将把长沙项目打造成为伟创力集团最好的产
业园区，力争早日建成投产，创造更多就业机
会，助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伟创力智能制造产业园在湘落户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迈克尔·迈克纳曼

项目总投资50亿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0亿元，吸纳就业1万人以上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举行第四次全体会议

选举产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委员和应由我省选举的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六次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收到议案4件

� � � � 湖南日报1月29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先后来到郴州市
代表团和益阳市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
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省人民检察
院工作报告。

省领导向力力、隋忠诚、易鹏飞参加
审议。

代表们一致认为，“两院”工作报告结构
严谨，求真务实，总结成绩客观、问题剖析深
刻、工作部署科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
心的思想。 代表们还围绕预防职务犯罪、强
化企业法治观念、 加强基层两院队伍建设、
健全完善案件评查机制等提出了意见建议。

李微微说， 大家给予了两院工作报告
高度评价，也为基层“两院”工作提出了好
的建议， 希望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
察院继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更好为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最大限度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需要。
李微微说，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了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郴州市要抓住机遇，
精准对接中央、省委部署，以更大格局、更
宽广的视野谋划新的发展。 要依托区位优
势、资源禀赋优势、政策优势，进一步完善
开放平台功能，优化发展环境，提升合作水
平，创新招商模式，在承接产业转移、融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展现新作为， 在更高
的起点上实现更优发展。

李微微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要“抓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打造更加
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希望益阳抓住机
遇，精心谋划，务实推进，进一步完善平台、
优化产业结构， 对接长株潭核心区与长江
经济带，在“绿色”二字上下足功夫，围绕中
央、省委的决策部署，依托自身优势实现新
的发展。

李微微参加郴州、益阳代表团审议时要求

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更优发展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公 告
（第7号）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选举产生了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和委员，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秘书长：胡伯俊
委员（57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石城 王 刚 王邵刚（女） 王善平 毛 铁 文志强 文富恒 方先知 尹双凤
邓军民 甘跃华 石潇纯（女） 龙朝阳 田际群（女，土家族） 田福德（土家族）
向佐谊（土家族） 刘尧臣 刘明建 刘宗林（侗族） 祁圣芳 李 平 李 曦（女）
李小平 李志超 李际平 杨梅芳（女，苗族） 肖红林 肖国安 肖莉杏（女，瑶族）
邹学校 宋智富 张 勇 张云英（女） 金继承 赵为济 胡雪梅（女，苗族） 柳秀导
段林毅 施亚雄 袁运长 徐文龙 黄云清 龚凤祥 常智余 梁肇洪 蒋建湘
蒋秋桃（女） 蒋洪新 蒋祖烜 童小娇（女） 谢卫东 雷震宇 詹 鸣 蔡建和
谭 平 黎定军 魏旋君（女）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9日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1月29日选举丁小兵等118人
为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将选举结果公告如下：
（118人，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小兵 王 填 王少峰 王岐山 王怀军（女，土家族） 文爱华 石建辉
龙晓华（女，苗族） 龙献文（苗族） 田红旗（女） 圣 辉 成新湘（女） 朱立锋
朱登云（女，苗族） 伍新滨（女） 向长江 向伟艺（土家族） 刘 军 刘小平 刘飞香
刘志仁 刘妍清（女） 刘事青 刘和生 刘革安 刘莲玉（女） 刘维朝 刘德辉
江天亮（土家族） 许达哲 许仲秋 阳卫国 阳海玲（女） 杜美霜（女） 杜家毫
李小红（女） 李江南 李建安 李建新 杨 莉（女） 杨尚真（侗族） 杨懿文
肖又香（女） 吴金水 吴继发 吴端华 邹 彬 邹文辉 沈昌健 张 涤
张 琳（女） 张灼华 张学武 张晓庆（女） 陈 晋 陈文浩 陈向群 陈勇彪
苗振林 欧阳赏莲（女） 卓新平（土家族） 金进尧 周 敏（女） 周文对 周玲慧（女）
周清和 周德睿 郑建新 单晓明（女） 屈 胜（女） 孟庆强 赵应云 胡伟林
胡建文 胡春华 胡春莲（女） 胡美娥（女，苗族） 胡贺波 种衍民 姚劲波 秦玥飞
秦爱玲（女，苗族） 袁友方 袁延文 袁建良 聂鹏举 徐云波 徐远冰 郭小芹（女）
唐 岳 唐永博 唐纯玉（女，瑶族） 黄 河 黄小玲（女） 曹志强 曹慧泉
龚曙光 庹勤慧（女，土家族） 梁稳根 彭 祁（女） 彭际淼（土家族） 董中原
蒋昌忠 蒋建宇 韩永文 傅 奎 童路雯（女，土家族） 游劝荣 谢 勇
谢资清（女） 鄢福初 雷冬竹（女） 廖仁旺 廖晓军 谭泽勇（苗族） 谭祖安
黎志宏 戴立忠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
2018年1月29日

� � � � 上图：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
第四次全体会议选举结果宣布后，
代表们热烈鼓掌。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右图：1月29日上午， 朱承旺
代表（左二）在分组讨论时就东江
湖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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