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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徐守盛主持 杜家毫作政府工作报告

5年内率先中部实现居民收入翻番
本报1月25日讯 今天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在省人民
会堂隆重开幕。9时整， 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 大会执行主席徐守
盛宣布大会开幕， 全体人员起立
齐唱国歌。

开幕大会由大会主席团常务
主席徐守盛、于来山、韩永文、谢
勇、刘莲玉、徐明华、蒋作斌、陈君
文、李友志、王柯敏、彭宪法担任
执行主席，徐守盛主持。

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
胡彪、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李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黄伯云在主
席台就座。

出席大会的省党政军领导和
老同志有：杜家毫、孙金龙、熊清泉、
杨正午、刘夫生、王克英、李微微、
郭开朗、许又声、陈向群、易炼红、
张文雄、傅奎、黄跃进、黄兰香、杨
泰波、陈叔红、何报翔、黄关春、张
剑飞、戴道晋、蔡振红、武吉海、刘
晓、谭仲池、王晓琴、杨维刚、张大
方、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刘建
新、董志文、吴向东、谢康生、沈瑞
庭、俞海潮、刘玉娥、朱东阳、赵培
义、罗海藩、高锦屏、谢佑卿、颜永
盛、罗桂求、蔡力峰、肖雅瑜。

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
刚、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武
警湖南总队政委贾龙武、 中国人
民解放军96301部队副政委何骏、
国防科技大学原副教育长韩月元
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
台就座。

在热烈的掌声中， 省长杜家
毫代表省政府作工作报告。 报告
分为三大部分：一是2015年及“十
二五”时期工作回顾。二是“十三
五” 时期主要目标和任务。 三是
2016年工作。 ■记者 吕菊兰

黄娟 李国平 刘文韬

经济总量年均增长10.5%

杜家毫说，过去5年，我省
大力推进“四化两型”，着力促
进“三量齐升”，努力建设“四个
湖南”，总体完成“十二五”目标
任务，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
定了坚实基础。

经济总量2012年迈上2万
亿台阶 ，2015年达到 2.9万亿
元，年均增长10.5%；非公经济
增加值2011年突破万亿，2015
年超过1.7万亿元。

去年， 存贷款余额分别达
3.6万亿元、2.4万亿元，比“十一
五” 末分别新增1.9万亿元、1.3
万亿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6
万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达4008.1亿元，
年均增长16.4%；城乡居民收入
分别达28838元、10993元，年
均分别增长7.9%、10%；规模工
业增加值达1.1万亿元。

5年完成基础设施投资2.2
万亿元；城镇化率达50.89%；建
成高标准农田1495万亩； 所有
乡镇和99.93%建制村通水泥
（沥青） 路； 千吨级以上航道达
700公里；全省高速铁路、高速公
路通车里程分别达1296公里、
5653公里，均位居全国前列。

累计投入财政民生资金
1.54万亿元，实施扶贫攻坚项目
5.9万个，减少贫困人口541万；
新增城镇就业385万人、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360万人；建设保
障性住房和改造各类棚户区
222.5万套，改造农村危房91.6万
户； 新增供水能力2.7亿立方米；
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养老保险、最
低生活保障实现城乡全覆盖。

2015年， 全年地区生产总
值增长8.6%，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2.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10.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分别增长8.5%、9.3%。

过去五年

杜家毫指出，“十三
五”时期是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十三五”时期的发
展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
年均增长8.5%左右，2020
年前在中部地区率先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10年翻一番，人均地区
生产总值与全国平均水
平的差距明显缩小；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年均增长
8%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年
均增长15%；完成国家下
达的节能减排任务。

实现上述目标， 必须
抓好5个重点：坚持创新发
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
坚持协调发展， 构筑平衡
发展新格局； 坚持绿色发
展，建设两型生态新家园；
坚持开放发展， 打造内陆
开放新高地； 坚持共享发
展，创造幸福美好新生活。

GDP年均增长8.5%左右

未来五年

抓好7个方面的工作

杜家毫说，2016年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
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8.5%左右，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8%， 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16%，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12%，进
出口总额增长10%，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增长8%以
上，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8.5%左右，万元
GDP能耗下降3%。

实现以上目标，重点
抓好7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努力保持经济
平稳健康发展。

二是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加大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力度， 加快行政管理
体制改革， 推动投融资体
制改革和金融创新， 推进
财政体制和国企国资改
革，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提
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

三是积极扩大有效投
资。 启动30大工程， 推进
1000个重大项目，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3万亿元左右。
四是不断拓展区域

城乡协调发展新空间。
五是着力加快绿色

发展步伐。深入推进两型
社会建设，加大环境治理
力度，全面节约和高效利
用资源。

六是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战。 坚持以武陵山、
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为重点，以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为主战场，着
力解决“扶持谁、谁来扶、
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

七是大力推进民生
事业发展和社会建设。抓
好16项24个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积极扩大就业和
提高居民收入，加快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大力发展
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
事业。

大会还表决通过了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补选
办法》。

今年重点

代表热议

民政工作细琐繁杂， 件件都与
老百姓息息相关， 特别是乡镇的民
政工作，被喻为民生保障兜底的“最
后一公里”。

在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界别提
案中，省政协常委、省民政厅副厅长
陈慈英建议省编办、 省财政厅能结
合全省新一轮区划调整， 优化资源
配置， 着力加强民政与社会保障的
基层服务能力建设。

去年， 省委省政府在全省开展
新一轮乡镇区划调整，共撤并524个
乡镇， 今年还将合并1.6万个村。乡
镇、村规模的增大，民政工作量、服
务人群、服务范围也随之增加，每年
分配到每个乡镇的几百万民政资
金， 都需公开公平公正地发放到每
一个对象手中。

陈慈英表示， 地方民政部门缺
人缺钱办事， 势必牵涉到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 她建议省编办抓住新一
轮乡镇区划调整的契机， 整合乡镇
民政、人社、新农合人力资源，统筹
解决乡镇社会保障工作人员短缺问
题。实现三个全省统一，即统一名称
为“民政与社会保障办公室”，按照
一定比例配备人员， 统一由乡镇副
乡镇长任办公室主任。同时，建议省
财政厅出台有关社会保障工作经费
标准，明确经费保障渠道，重点解决
没钱做事的问题。■记者 杨昱 虢灿

本报1月25日讯 今天下午，省
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港澳委员协商
座谈会举行。42名港澳委员就如何
深化湖南与香港、澳门的合作，促进
我省外向型经济发展， 进一步优化
经济发展环境等畅所欲言。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 省政协党组书记
李微微，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黄兰香，副省长何报翔，省政协副主
席武吉海、刘晓、王晓琴、欧阳斌、葛
洪元， 省政协秘书长袁新华等与港
澳委员面对面座谈。

“创新创业离不开新技术的拉
动。”钟瀚德委员首先发言。他表示，
在全国整体经济下行的趋势下，湖
南要迎难而上， 就应该找到新的经
济增长点。钟瀚德委员曾经广泛考
察过江苏昆山、广东深圳等创新创
业工作走在全国前列的城市，他建
议省委省政府对接中国科学院，促
成中科院创新中心落户湖南，为全
省的创新创业提供强有力的技术
支撑。 ■记者 龚化

25日下午， 参加省十二届人
大五次会议的代表们， 对政府工
作报告和《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

“一组组数据把‘十二五’成果
展现得淋漓尽致，一项项举措把‘十
三五’蓝图描绘得栩栩如生。”审议
中，代表们一致认为，政府工作报告
和“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通篇
洋溢着湖湘人民团结一心、敢于变
革、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

“抓好16项24个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
得感”……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民
生事业的表达， 引起代表们的热
议。代表们提出，要把增进人民福
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财政支出
要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让他们共
享发展成果。 ■记者 刘文韬

把增进人民福祉
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省政协召开
港澳委员协商座谈会

委员声音

会议动态

兜底民生保障工作
绝不能缺人缺钱

1月25日，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在长沙开幕。 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