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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020 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简称
“沪洽周”
）将于 6 月 29 日开幕，此届“沪洽周”筹
备情况如何，活动有何特点？在省政府新闻办 6
月 12 日举行的“沪洽周”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
人回答了记者提问，表示这届“沪洽周”亮点纷
呈，将是一次成果丰硕的经贸大会。

4 场线下专题活动突出精准、
聚焦、专业
“本次
‘沪洽周’
有4场线下专题活动，
分别在上
海、
杭州、
昆山举行，
4 场活动都突出了精准、
聚焦、
专业的特点。
”
省政府办公厅一级巡视员罗建军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
本次
“沪洽周”
采取线上线下
融合方式举行，
其中4场线下活动各有特色。
长沙临空国际贸易合作推介会在上海举办，
突出临空国际贸易特色，主动承接长三角地区先
进制造业加工贸易、口岸贸易、跨境电商，量身定
制最佳投资平台。先进制造业方面，
以电子信息、
医疗器械、黄金精深加工保税加工产业为主;口岸
贸易方面，
以进口海鲜、
药品、
水果贸易为主; 跨境
电商方面，无论是进口保税备货还是跨境贸易电
子商务都是典型的临空偏好型产业。届时，专场
活动将有 100 家临空国际贸易品牌企业参会，同
时还将发布 10 个临空偏好型招商项目。
中非经贸合作机制上海推介会将于第三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在上海举办，主要突出
对非合作。湖南作为中非经贸博览会的长期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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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专业招商 项目亮点纷呈
——2020“沪洽周”
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综述

办地，首创推出多项合作机制，包括中非经贸合
作研究院、中非经贸促进创新示范园、中非经贸
合作促进会、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中非驻地服
务等机制，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务实
推进中非经贸合作。本场专题活动将以线上和
线下融合的模式开展，线上对非洲相关国家开设
视频直播，线下邀请非洲驻华使节及省内相关政
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长三角地区商协会、智库赴
会，推广对非经贸合作各大机制，共商共建打造
中非经贸合作的示范新高地。
湖南数字乡村峰会暨
“湘品网上行”
推介活动
在杭州举办，
突出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注重农村
电商发展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
探讨、
洞察、
把握未来发展趋势，
进一步推动我省县域电商优化
升级、
提质增效，
大力营造县域电商发展氛围，
促进
构建全新县域电商生态，
打造乡村振兴数字引擎。
湖南电子信息产业推介及综保区对接会在
昆山举办，突出综保区电子信息产业，重点邀请
昆山台商参会。该活动将围绕我省综合保税区
作重点推荐，并以电子信息及相关产业为主导开
展对接洽谈。活动期间还将举行长三角产业转
移综合服务中心启动仪式，搭建承接长三角地区
产业转移的市场化招商平台。

发布省级招商项目497个，
拟签约
项目300多个，
其中
“三类500强”
企业
投资项目 73 个
对于重大招商活动来说，
项目是决定其成效的
关键。在本届
“沪洽周”
筹备过程中，
我省精心开发
并发布了省级重点招商项目 497 个，总投资约 1.8
万亿元；
对活动拟签约项目进行了全面调度，
截至6
月11日，
本届
“沪洽周”
共调度省级拟签约项目302
个，
投资总额2900亿元，
拟引进资金2500亿元。
“可以预见，本届‘沪洽周’亮点纷呈，必将是
一次成果丰硕的经贸大会。”省商务厅副厅长王
庭恺表示。
据介绍，497 个省级招商项目涵盖基础设施、
新型工业化、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等四大类，其
中，新型工业化项目 215 个，分为装备制造、新材
料、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电子信息、轻纺化
工、矿产开发及加工 7 个类别，总投资 7991 亿
元。其次是现代服务业项目，共计 173 个，总投资
6310 亿元，分为商贸物流、健康养老、文化旅游、
双创基地 4 个类别。此外，基础设施项目 61 个，
总投资 3536 亿元；现代农业项目 48 个，总投资
498 亿元。全部项目以“动画短片+中英文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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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 版①）
副主任、副院长、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省长、代理
子或者名称改变而职权范围没有改变的”。
主任、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人选。如果上述副
十二、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九条，第一款中
五、将第六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
“ 省人民
职中没有合适人选，可由主任会议另行提名，经
的“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
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先任命为副省长、副主任、 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报请，批准撤换设区的
副院长、副检察长，再决定代理省长、代理主任、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辞
市、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
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代理省长、代理主任、代
职”修改为：
“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
六、将第七条改为第九条，修改为：
“ 省人民
理院长、代理检察长行使职权到下一次省人民代
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监察委员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表大会会议选出新的省长、主任、院长、检察长为
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
的提请，任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止。
”
察长，
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辞职”。
会委员、检察员以及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
九、将第十二条改为第十四条，修改为：
“省
十三、将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修改为：
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主任 “提请人提出的人事任免案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员。
”
的提请，任免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
写明任免理由。
”
七、将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
“ 在省
工作机构负责人。
十四、将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依法决定撤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委员会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省人民政府
销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可以任免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个别副
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察员以及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人事任免案，经省人
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员会会议通过。
”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提交常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建
十、将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在第一款、第
委员会会议审议。必要时，主任会议可以要求提
议，决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
二款中的“国家行政机关”后增加“监察机关”。
请人补充有关材料。
检察委员会委员。
”
十一、将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将其中的
“主任会议提出的人事任免案由常务委员会
八、将第十条第一款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
会议审议。
”
修改为：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省人民政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人员，如果
其所在单位机构的名称改变而职权范围没有改
十五、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三条，在第
府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
二款“被提请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员”后增
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 变的”修改为：
加“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
常务委员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分别在副省长、 任命、任命的人员，如果其所在单位机构加挂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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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 版②）
（二）将第二十条第一款中的“住房和城乡建
设”修改为“林业”，将第一款第一项中的“由省人
（六）将第二十七条修改为：
“ 违反本条例第
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国务
十一条第（一）项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修改为“由省
水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处罚。
”
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准”，将第二款中的“住
（七）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 违反本条例第
房和城乡建设”修改为“有关”。
十四条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
（三）将第三十二条第三项中的“违反本条例
治法》第九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
第十五条第（四）项、第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
四、对《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作出修改
定的”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四）项，第
（一）将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
十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
八、对《湖南省崀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例》作
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第三
出修改
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中的“环境保
（一）将第五条第三款中的
“住房和城乡建设”
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修改为
“林业”
，
第四款中的
“国土、
林业、
环境保护”
（二）将第三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三十四
“自然资源、
住房和城乡建设、
生态环境”
。
条中的“质量技术监督”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 修改为
（二）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中的“环境保护”修
第十八条中的“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主管部
改为“生态环境”。
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三）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中的“住房和城乡
（三）将第三条、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八条、
建设”修改为“林业”，将第一款第一项中的“由省
第三十四条中的“经济和信息化”修改为“工业和
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查后报国
信息化”。
务院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核准”修改为“由
（四）将第三条中的“国土资源”修改为“自然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准”，将第二款中的
资源”；第三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中的“农
“住房和城乡建设”修改为“有关”。
业”修改为“农业农村”。
九、对《湖南省紫鹊界梯田梅山龙宫风景名
五、对《湖南省风景名胜区条例》作出修改
胜区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五条第一款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
“ 省人民政府林业主
主管部门”修改为“林业主管部门”，将第二款中
的“国土资源、环境保护、林业、水利、旅游、文物、 管部门负责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工作。省、娄
宗教等有关部门”修改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底市、新化县人民政府规划与自然资源、农业农
村、水利、林业、交通运输、生态环境、文化和旅
住房和城乡建设、水利、文化和旅游、文物、宗教
游、卫生健康、公安、市场监管等有关主管部门按
等有关部门。
”
照各自职责，
做好风景名胜区保护的相关工作。
”
（二）将第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
（二）将第六条中的“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
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林业主
“林业主管部门”。
管部门”。
十、对《湖南省植物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三）将第三十一条修改为：
“ 省级风景名胜
（一）将第二条修改为：
“ 本条例所称的植物
区内修建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的选址方
保护是指对农业有害生物进行预防、治理和控制
案，应当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准，其初
的活动。
”
步设计报省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二）将第五条至第七条、第九条至第十二
审批。
”
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至第十九条、第二十三
（四）将第四十条第二款和第四十五条中的
条、第二十五条至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至第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林业主管部
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中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
门”。
修改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六、对《湖南省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
（三）将第七条第一款中的“任何单位和个人
例》作出修改
不得擅自占用、移动、损毁监测预报站点的监测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
设施或者破坏其观测环境”修改为：
“任何单位和
主管部门”修改为“林业行政管理部门”，将“林
个人不得侵占、
损毁、
拆除、
擅自移动监测预报站
业、环境保护、国土资源”修改为“住房和城乡建
点的监测设施，或者以其他方式妨害监测设施正
设、生态环境、自然资源”。
常运行。
”
（二）将第二十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
（四）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 违反本条例第
中的“环境保护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生态环境
七条第一款规定，侵占、损毁、拆除、擅自移动监
主管部门”。
测预报站点的监测设施，或者以其他方式妨害监
（三）将第三十三条第一款、第二款中的“住
测设施正常运行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
房和城乡建设”修改为“自然资源”，将第三款中
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
的“《湖南省森林公园管理条例》”修改为“《湖南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省森林公园条例》”，将第四款修改为：
“应当由其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他相关部门审批的重大建设项目，按照规定程序
（五）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 违反本条例第十
办理有关手续。
”
条规定，擅自发布农业有害生物预报、警报、农业
七、对《湖南省南岳衡山风景名胜区保护条
生物灾害信息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例》作出修改
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千元以上五万
（一）将第五条中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修改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
为“林业”。

以下罚款；
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六）将第三十二条修改为：
“ 违反本条例第
二十四条规定，进行当地未发生的农业有害生物
活体试验、研究，不依法采取隔离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
农业有害生物扩散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责令责任人立即进行除害处理，处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责任人不进行除害处理的，由农业
农村主管部门组织进行除害处理，所需费用由责
任人承担。
”
十一、
对《湖南省饮用水源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一）将第五条修改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地拟
定和饮用水水源工程建设以及水资源调度配置有
关工作，
对饮用水水资源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的拟
定和生态环境管理的有关工作，对饮用水水源污
染防治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财政、住房
和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城市管理、农业农村、林
业、交通运输、公安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
责做好饮用水水源保护有关工作。
”
（二）将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
十条中的“卫生计生”修改为“卫生健康”；第九
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七条中的“国土资源”修改
为“自然资源”。
（三）将第九条、第十五条、第二十四条、第二
十六条至第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至第四十条中
的“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四）将第三十六条第四项、第五项、第三十
七条第三项、第三十九条第二项中的“农业”修改
为“农业农村”。
十二、对《湖南省生猪屠宰管理条例》作出修
改
（一）将第五条第二款中的“工商行政管理、
卫生、食品药品监督、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
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生态环境”。
（二）将第六条至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中的“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三）将第十条第二项修改为：
“（二）有与屠
宰规模相适应的屠宰设备和符合国家规定要求
的屠宰场地；
”。
（四）将第十四条、第二十八条中的“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五）将第三十五条修改为：
“ 小型生猪屠宰
点对生猪、生猪产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没收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
质的生猪、生猪产品、注水工具和设备以及违法
所得，并处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者两次以上对生猪、生猪产
品注水或者注入其他物质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取
消其小型生猪屠宰点资格。
”
十三、对《湖南省韶山风景名胜区条例》作出
修改
（一）将第五条修改为：
“省、湘潭市人民政府
应当加强对韶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工作的领导。
“韶山市人民政府负责韶山风景名胜区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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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项目等；外贸实体项目有上海均和集团
有限公司在衡阳市投资 10 亿元建设商品贸易结
算中心项目等。
目前，各市州在抓紧调度组织拟签约项目，
预计会前还会新增一批拟签约重大项目。

邀请现场连线重点客商代表60家，
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32 家

的生动形式，
通过网络平台面向全球广泛发布。
“302 个省级拟签约项目，
‘三类 500 强’项目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省首次在线上举
多，
产业项目占比大。
”
王庭恺介绍，
在本次省级拟
办沪洽周主体活动，客商邀请工作受到一定影
签约项目中，
共有57家
“三类500强”
企业投资项目
响。我省突出务实招商、精准招商原则，共邀请
73个，
总投资1210亿元，
占投资总额的42.7%。其
现场连线重点客商代表 60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
中，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30 个。世界 500 强
业 32 家，
中国及民营 500 强企业 10 家。
企业广汽集团拟投资 10 亿元在长沙经开区建设广
“此次邀请客商我们突出与境外知名企业、
汽新能源汽车项目，
复星国际拟投资30亿元在湘江
机构对接，与三类 500 强企业对接，与产业项目
新区金融中心建设湖南金融科技城项目。
精准对接。”省商务厅副厅长王庭恺介绍，美国霍
工业制造业类项目占到省级拟签约项目总数
的一半以上，
达 158 个，
主要集中在显示功能器件、 尼韦尔、特斯拉，德国巴斯夫、博世、费森尤斯，英
国 BP 石油，荷兰壳牌，日本三井物产、三菱重工、
集成电路、
汽车制造、
装备制造等先进产业链。其
永旺集团，新加坡丰益国际和丰树集团等一批境
中，
航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拟投资 5.8 亿元在长沙
外世界 500 强企业高层将出席此次活动。同时，
高新区建设麓谷环保智能装备工业园项目，山东
活动将现场连线菲亚特克莱斯勒、荷兰夸特纳斯
科达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拟投资 5 亿元在浏阳经开
两家已落户的外商投资企业分享投资体会。
区建设隧道施工智能装备制造总部基地项目。
长三角地区500强企业密集，
此次
“沪洽周”
以
本次省级签约项目外向型项目来势也较
为目标，
共邀请
“三类500
好。省级拟签约项目中，有外资项目 17 个。外贸 “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
强”
企业 42 家参会，
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 32 家，
中
实体项目 26 个，投资总额 110 亿元，预计年新增
国及民营 500 强企业 10 家。所涉及领域突出产业
进出口 35 亿美元。其中，外资有中国台湾荣祺食
集群和产业链配套企业的引进，
涵盖了装备制造、
品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2 亿元在常德汉寿建
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新材料、
新能源、
人工智能、
食
设常德市食品加工产业园暨特色农业产业园项
品加工、
金融、
现代物流、
商业零售等方面。
目，中建国际投资 6 亿元在湘江新区建设梅溪湖

十六、将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增加
一款作为第二款：
“ 常务委员会在表决人事任免
案时，一般采取逐人表决的方式；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提请任免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
检察院提请任免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人数较多时，在征得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同意后，可以采取合并表决
的方式。
”
十七、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
为：
“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和任
命的人员，除常务委员会决定的省人民政府代理
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外，均当场
颁发常务委员会主任签署的任命书。其中，由常
务委员会任命的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
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长沙、
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的任命书分别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
察院代为颁发。
”
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
“ 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和通过的省
人民政府个别副省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委员会主任，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省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
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
负责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
委员、委员，应当在决定任命、任命和通过的当次
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的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
准任命后的最近一次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
进行宪法宣誓。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
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副
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应当在通过任
命后分别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组织
进行宪法宣誓。
”
十九、将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分别改为第十
五条、第二十二条，并将其中的“常务委员会主任
会议”修改为“主任会议”。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
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
重新公布。

护、建设和管理工作。
十七、
对《湖南省植物园条例》作出修改
“省、湘潭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负责韶
将第三条中的“林业与农业”修改为“林业、
山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农业农村”，
“ 国土资源”修改为“自然资源”，
“环
“省、湘潭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住房和城乡建设、文化和旅游等有关部门，应当
十八、对《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条例》作出修
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韶山风景名胜区的有关监督
改
管理工作。
”
（一）将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十四条和
（二）将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国土资源、环境
第三十三条中的“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农
保护”修改为“自然资源、生态环境”；
“ 保护野生
业农村主管部门”；将第五条、第九条、第十三条、
动物”修改为“野生动植物保护”。
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五条、
（三）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 在韶山风景名胜
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
区内修建缆车、索道、具有风景名胜区徽志的标
四条中的“农业”修改为“农业农村”。
志性建筑和大型文化、体育、游乐设施等重大建
（二）将第四条中的“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
设工程，项目的选址方案应当经韶山市人民政府
环境”。
审核，并报湘潭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
（三）将第四条、第五条、第八条、第九条、第
意后，
报省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准。
十三条至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
“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规划建设工程、项目
一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和
的选址方案应当经韶山市人民政府审核后，报湘
第三十四条中的“卫生”修改为“卫生健康”。
潭市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核准。
”
十九、对《湖南省林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作出
（四）将第三十六条第二款中的“省人民政府
修改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修改为“省人民政府
（一）将第三条第一款中的“野生动物”修改
林业主管部门”。
为“依法可以利用的动物”。
十四、对《湖南省城镇蔬菜基地管理条例》作
（二）将第六条第二款中的
“质量技术监督、
工
出修改
商行政管理、卫生行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一）将第三条第二款中的“土地管理部门” 修改为
“市场监督管理、
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
修改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 农业行政管理部
（三）将第七条中的“卫生行政部门”修改为
门”修改为“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删除第三款中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的“物价”，
将
“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四）将第十八条中的“省卫生行政部门”修
（二）删除第八条第二款中的“在土地管理部
改为“省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
门报请市、县人民政府批准用地申请前，用地单
（五）将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中的“工商行政主
位应当向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蔬菜行政管理
管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删除“情节
部门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对未缴纳新菜地
严重的，
吊销营业执照”。
开发建设基金的，
土地管理部门不予报批”。
二十、对《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
（三）删除第九条中的“没有条件补足的，应
事件应对法〉办法》作出修改
当按照未补足面积向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蔬
（一）将第六条中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
菜行政管理部门减半缴纳新菜地开发建设基
管理办事机构”修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急
金”。
管理部门”，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修改为“应急管
（四）删除第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
理”，
“ 卫生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部门”，删除
二十五条。
“民政”。
（五）将第十二条修改为：
“ 禁止在蔬菜基地
（二）将第九条中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修
内建窑、建房、建坟、挖砂、采石、采矿、取土、堆放
改为“应急管理”，
“ 卫生部门”修改为“卫生健康
固体废弃物或者进行其他破坏蔬菜基地的活动。 部门”，
删除
“民政”。
“禁止占用蔬菜基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
（三）将第二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 县级以上
鱼。
”
人民政府卫生健康、应急管理、煤炭、农业农村、
十五、
对《湖南省湿地保护条例》作出修改
水利、林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有
（一）将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二十五
关部门根据实际需要，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的“国土资源”修
依托社会力量建立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应当与
改为“自然资源”，第十条中的“土地管理部门”修
其签订协议，
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改为“自然资源部门”。
二十一、对《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小
（二）将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 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作出修改
第十五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
将第二条第二款、第四条第一款、第九条至
中的“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八条、第二十四
（三）将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 条、第二十九条至第四十二条中的“食品药品监
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
督管理部门”修改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删除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九条中的“农（渔）业”修
第四条第二款中的“工商行政管理”
“质量技术监
改为“农业农村”。
督”，
并将
“卫生和计生”修改为“卫生健康”。
十六、
对《湖南省森林公园条例》作出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将第五条中的“国土资源”修改为“自然资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
源”，
“ 环境保护”修改为“生态环境”，
“ 旅游、文
员会组织法〉办法》等二十一件地方性法规根据
化”修改为“文化和旅游”。
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