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0日，长沙市唐人万寿园抗战主题园，民革湖南省委组织举行丙申
清明湘籍已逝抗战老兵集体安葬仪式，已逝的12位抗战老兵和4位老兵家属
在此集体安葬。 记者 田超 摄

送别抗战老兵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闭幕 通过有关人事任免案等

任命4厅长 调整12市州人大换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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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30日讯 今天下
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在长沙闭幕。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出席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
5件地方性法规、8项决定案和
有关人事任免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
永文主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
莲玉、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省人
民政府副省长蔡振红、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
委关于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修正案草案、关于湖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
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
于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修改《长沙市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
定地方性法规条例》 的决定、
关于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生
态环境保护条例、关于通道侗
族自治县侗族文化村寨保护
条例审查结果的报告。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湖
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
正案、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
规划建设条例、湖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湖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确定邵阳市、 张家界市、
永州市、怀化市、娄底市、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开始制
定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湖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批准长沙等12个市州
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时间调整
的决定、关于县乡两级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选举时间安排的
决定、关于批准长沙市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条
例》的决定的决定、关于批准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生态环
境保护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
通道侗族自治县侗族文化村
寨保护条例的决定。

会议决定接受于来山、徐
明华、蒋作斌辞去湖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职务，李友志辞去湖南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职务，并报湖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
次会议备案。会议还表决了其
他有关人事任免案。

徐守盛为本次会议任命
的部分人员颁发了任命书。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
为本次会议任命的国家工作
人员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向建生实习生王金丽

3月30日下午，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
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
正案）》，经过分组审议，修
正案将男方护理假由修正
案草案提出的15天变更为
20天；女方产假为158天。

与修正案草案相比，
表决通过的修正案主要对
两方面内容进行了修改。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常委会法规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吴秋菊介绍，
根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
会以及部分常委会组成人
员的审议意见， 将修正案
草案第8项中的“男方享受
护理假15天”修改为“男方
享受护理假20天”。 另外，
修正案草案规定“生育第
一、二个子女的夫妻，应当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属于
增加公民义务的规定，没
有法律依据， 据此将该规
定修改为： 依法生育的夫
妻到夫妻一方工作单位所
在地或者户籍所在地或者
现居住地村（居）民委员会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后，有
关部门应当按照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的规定， 及时地
提供生育服务。

吴秋菊表示， 本次修
正的指导思想是保证全面
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
个孩子的政策在我省尽早
落地。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王金丽

本报3月30日讯 今天下
午，长沙市委副书记徐宏源在市
委精准扶贫暨农村工作会议上
指出，推动精准扶贫和美丽乡村
建设相协调、相统一、相促进，以
全面脱贫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
基础条件，确保今年减少贫困人
口5万人，减少贫困村30个，争取
在2017年全面脱贫。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表示，把

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农业农村工
作的切入点，全方位打造“都市
美丽乡村、农民幸福家园”，将成
为2016年重点工作的着力点，
“以三年行动计划为抓手， 重点
打造100个示范村、100个特色
村、努力实现美丽乡村覆盖率达
80%，初步形成布局美、产业美、
环境美、生活美、风尚美的‘五
美’乡村格局”。 ■记者 张洋银

长沙争取2017年全面脱贫

本报3月30日讯 今天上
午，长沙橘子洲码头，以“放鱼养
水、生态湘江”为主题的2016年
湘江春季（长沙段常年）禁渔新
闻发布会暨放鱼启动仪式进行。
“4月1日起，将湘江长沙段及其7
条支流的部分水域划定为常年
禁渔水域。” 长沙市副市长陈中
表示，今年预计在湘江干流放流
鱼苗鱼种2.77亿尾，今天现场放
养350万尾。

禁渔水域范围：湘江长沙段
从天心区昭山至望城区乔口防
洪闸；浏阳河从湘江河口至东屯

渡桥；捞刀河从湘江河口至廖家
渡桥；靳江河从湘江河口至坪塘
大道桥；龙王港从湘江河口至枫
林路桥；沙河从湘江河口至芙蓉
北路桥；枞树港从湘江河口至小
湖桥；沩水从湘江河口至老沩水
河坝及八曲河河坝。

“网捕、电捕、在江中间垂
钓都是被禁止的，网捕、电捕
等非法捕捞两次以上，将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 长沙市渔
政渔港监督管理站副站长秦
德忠表示。
■记者 张文杰 实习生 艾鹏飞

4月1日起湘江部分水域常年禁渔

本报3月30日讯 今年下
半年到明年初，我省有12个市
州、122个县市区人大、 政府、
政协及所有乡镇人大、政府领
导班子将进行换届。今天下午
在长沙闭幕的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
通过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长沙等
12个市州人民代表大会换届
时间调整的决定》，会议决定：
批准长沙、衡阳、株洲、湘潭、
邵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
阳、怀化、娄底市和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调整本级
人民代表大会换届时间的决
定，以上12个市州人民代表大
会的换届时间由2017年底至
2018年初调整到2016年底至
2017年初。

我省12个市州人民代表

大会换届时间为何要进行调
整？据省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免
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王刚介
绍，2011年3月，中办下发《中
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
市、县、乡人大、政府和市、县
政协换届选举有关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党委“逐步实现同级党委与
人大、政府、政协同步换届”。

为贯彻落实中央要求，省
委于2015年10月23日下发了
《关于调整换届时间实现全省
市县乡同级领导班子同步换
届的通知》， 同时明确了有关
工作要求。长沙等12个市州人
大常委会于2015年12月29日
至2016年3月2日， 分别作出
了关于调整本级人大换届时
间的决定，报请省人大常委会
批准。
■记者吕菊兰实习生王金丽

调整12市州人大换届时间

民生重点

本报3月30日讯 今天下
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决定任命：肖国安
为省教育厅厅长；贺安杰为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
胡伟林为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胡章胜为省审计厅厅长。
免去：王柯敏的省教育厅

厅长职务；刘明欣的省交通运
输厅厅长职务。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王金丽

我省任命四厅长

会议动态

男方护理假增至20天
女方产假仍为158天 本报3月30日讯 清明节期

间，长沙交警将加强出入城道路
和各高速公路连接线的管控。除
对墓地、 陵园及其周边主要道路
保畅外，还将在城区外围设置17
个外围卡点， 根据路面交通情况
和交通流量的变化，分区域、分层
次启动外围卡车分流点， 控制入
城交通流量， 必要时将禁止一切
机动车驶入中心城区。 利用电视
监控网络切实加强对路面交通的

动态管控，每10分钟搜索一次路
面情况，特别是对主要陵园、重要
墓地及时发现、 快速处置城区道
路交通异常情况。 在东二环晚报
大道路口和杨家山路口、 湘江橘
子洲大桥南匝道和猴子石大桥桥
东、 银盆岭大桥西和猴子石大桥
西、 芙蓉路开福寺路口和三一大
道德雅路口以及长沙大道万家
丽路口等安排拖车待命，随时应
对突发交通事件。 ■记者 黄娟

清明期间，长沙管控“易堵路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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