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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陈琼）今年上半年我省财政收入多少？
支出多少？都用在哪些方面？今天上午，省十
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省政府关于湖南省2016年省级决算草案
和2017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盘
点半年家底。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财政收支
形势总体平稳， 主要指标基本符合预期。1
至6月， 全省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入完成
1524.6亿元，增长6.5%，完成预算的53.2%，
加上上划中央收入924.1亿元， 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完成2448.7亿元， 增长6.2%。分

行业来看，汽车业、房地产业，以及煤炭、有
色、 钢铁行业等对税收增长的拉动作用明
显， 分别完成税收62.3亿元、311.1亿元、5.2
亿元、11亿元、13.2亿元， 分别增长68.1%、
36.5%、54.3%、50.8%、40.1%。

财政支出方面，各级财政部门千方百计
推动财政资金加快形成有效投资和实际消
费，中央和省部署的重大政策、重点工程和
重要项目都得到了较好保障。1至6月，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共完成3707亿元， 增长
22.5%， 较全国平均水平高3.4个百分点。其
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与计划
生育、扶贫等民生类支出继续加大，分别为

654.3亿元、667.6亿元、372.4亿元、42.2亿
元，分别增长29.3%、28.9%、22.1%、60.7％。

审议中，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建议，
进一步改进预决算编报，完善基本支出和项
目支出定额标准，建立健全支出标准动态调
整机制。进一步严格预算收支管理，采取有
效措施降低非税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
重，切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进一步加强专
项资金管理， 加大专项资金统筹安排力度，
不得按部门内设机构切块分配资金，不得固
化专项资金安排使用格局。同时，严格执行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不得超范围或多头安排
资金。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陈琼）今年6月以来，我省发生了历史罕见
的洪涝灾害。为了解全省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
生活工作情况，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
省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的情况报告。

今年入汛以来， 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
743.2毫米， 较历史同期均值640.1毫米偏多
16.1%。 特别是6月22日起发生的强降雨，共
造成全省14个市州120个县市区1621个乡镇
受灾， 受灾人口1252.6万人， 直接经济损失
488.5亿元。

面对严重的灾情，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把
防汛抗灾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团结带
领广大干群奋力抗洪救灾， 最大限度减少了
灾害损失。灾情发生以来，各级民政部门紧急
调运救灾物资7.5万余件，24小时不间断发运

到受灾地区集中安置点， 保障了受灾群众基
本生活需求。 全省共派出医疗防疫队1.1万
支，队员5.3万人次，向灾区免费发放药品和
消毒杀菌物资8578万元，目前全省疫情平稳。
同时， 加快水毁水利工程和交通运输秩序恢
复，及时组织农业灾后补损。

“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是重要而紧迫
的工作。 在当前我省连续高温天气情况下，必
须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救灾，全力做好灾后恢复
重建。”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时说，各
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针对防汛抗灾工作中
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加强防灾减灾能
力建设，堵漏建制、改进措施、实现长效。同时，
我们也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来自人民的优势，
广泛联系和动员社会各界， 通过多种形式、多
种渠道，有序组织献爱心送温暖和捐款捐物活
动，帮助群众树立信心、重建家园。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陈琼）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对省政府关于2016年度省
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
进行分组审议。

报告显示，2016年， 全省各级各部门认
真落实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的各项决议，
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较好：财
政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重点支出得到有效保
障；财政管理改革有序推进；审计整改工作落
实到位。但审议也发现，省级财政管理、决算
草案编制以及省级部门单位预算管理等方面
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创新制
度和加强管理逐步加以解决。

审议中，詹鸣委员指出，在21个被审计
部门中， 有9个部门预算执行率低于80%，其
中有个部门预算执行率甚至只有50.7%，这
是资金使用绩效不佳的一种表现， 需引起重
视。造成预算执行率低的原因有制度障碍、预

算资金拨付不及时、部门单位“用钱不认真”
等因素。因此，必须从制度层面进行整改，以
提高预算执行的质量， 进一步促进财政资金
高效使用。他建议，对于预算执行率多年不达
70%的单位要给予“黄牌”警告，并将上一年
度的预算执行率与新年度预算挂钩。

曹儒国委员也认为，预算执行率低的问题
必须进一步完善机制予以解决。 建议对财政存
量资金较大的部门，压缩下一年度预算规模，将
存量资金集中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同时，
建立健全预算绩效评价体系， 将评价结果作为
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完善财政政策的重要依据，
进一步促进财政资金优化配置和高效使用。

石光明委员则指出，一些问题“年年审计
年年有”，因此要认真分析原因，找出根源，有
针对性地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 从源头上堵
塞漏洞。同时，严格落实审计工作报告指出问
题的整改情况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的制度，
形成“审计、监督、整改”常态化、长效化机制。

湖南日报7月26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陈琼）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
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
权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当前我省
著作权保护状况逐步改善，但还存在著作权
法律意识有待增强、著作权法实施的环境需
进一步优化等问题。

今年6月， 省人大常委会在全省范围内
对著作权法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从检查情
况看，全省各级政府及有关单位贯彻实施著
作权法总体情况较好。 自著作权法颁布以
来，全省各级版权部门共查处各类侵权盗版
案件6181起， 其中移送司法机关144件。同
时，著作权社会服务体系逐步完善。1995年

至今， 版权登记以年均30%以上的速度递
增， 全省企业和个人进行登记的作品达到
1.51万件，作品种类覆盖文字美术、影视、建
筑等。

执法检查组在检查中也发现，部分权利
人对作品的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维权积极性
不高，甚至存在“盗版越多，名气越大”的错
误认识。一些图书报刊出版单位、电视节目
制作单位编辑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和美术
作品未经作者许可，也未向著作权人支付报
酬。同时，由于行政执法权限不足，以致版权
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当事人转移毁
损证据和财物， 以及拒绝配合检查的情况，
从而无法有效制裁和震慑侵权行为。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委员们建议，

要充分利用各种传播形式尤其是新型传播
形式，全方位进行著作权法宣传，广泛开展
著作权培训， 提升全社会著作权认知度。同
时，加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建设，完善著作
权执法体系，加强著作权执法监管，做好行
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加大侵权行为惩治
力度，维护合法有序的著作权环境。

王善平、李夕兵等委员建议，适当扩大
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对于事实清楚、权利
义务明确、 争议不大的简单著作权案件，简
化审理程序，降低著作权维权成本。董岳林
委员提出，加快推进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改革
深化， 涉及知识产权管理的知识产权局、工
商局、出版局3个部门集中统管，集中力量，
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水平。

完善机制提高资金使用绩效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问诊”审计监督

统筹做好防汛抗旱救灾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防汛抗灾和恢复生产生活情况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著作权法律观念淡薄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加强著作权法宣传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预算报告
上半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448.7亿元，民生类支出继续加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