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3
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

编辑/熊佩凤 图编/言琼 美编/刘迎 校对/曾迎春
·解读

省政协委员、 省儿
童医院儿童保健所所长
钟燕从医30多年。自2013
年1月担任省政协委员
起， 每年参会关注的热
点， 也都是有关孩子健
康成长的。

2016年，建议加大对
儿科医生的培养力度；
2017年，建议让自闭症儿
童回归社会；2018年，加
强早教机构的监管……
今年的省两会上， 钟燕
建议， 要强化政府对儿
童意外伤害的防控，因
为意外伤亡已经成为儿
童死亡的头号杀手。

为何儿童意外伤害
频频发生？ 钟燕和她的
团队成立工作小组，挖
掘背后的原因。 最后大
家发现，很多“意外”是
家长的疏忽导致的。如
果家长仔细些、谨慎些，
孩子遭遇伤害的风险就
要少得多。

因此， 钟燕在提案
中建议，增设“儿童监护
疏忽罪”。她坦言，追究父
母的法律责任不是最终
目的， 而是建立社会责
任体系的第一步。 希望
家长和全社会共同来努
力， 为孩子们筑起健康
成长的“保护墙”。

钟燕让我知道，在
两会这样重大的场合，
守护孩子， 也同样是大
事。 ■记者 李琪

视频 陈普庄 刘品贝

1月27日下午， 出席省十三届人
大二次会议的代表认真审查了《湖南
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与2019年计划（草案）的报
告》（下称“报告”）。2018年，我省经济
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全年地区生
产总值增长7.8%，各项约束性指标全
面完成。2019年， 我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和社会和谐稳定。

2018年
12件重点民生实事圆满完成

2018年， 全省实体经济不断发
展。“五个100” 累计完成投资1300亿
元以上，其中“100个重大产业项目”
开工率100％， 引进114家500强企业
产业投资项目177个。 内需保持总体
稳定。投资增长10％，怀邵衡铁路全
线通车，长沙地铁4号线竣工试运行；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最终
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6.9％。
实体经济活力不断激发。 全省新登记
各类市场主体79.5万户， 民间投资增
长25.2％，1－11月， 规模工业企业利
润增长13.8％。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省化
解煤炭产能600万吨， 查处涉“地条
钢” 企业12家， 关闭烟花爆竹企业
1180家，洞庭湖区造纸企业制浆产能
全部退出。 全省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
14.6％， 长沙等重点城市房价上涨势
头基本得到控制。 规模工业企业资产
负债率稳步下降， 华菱集团市场化债
转股项目获批。

12件重点民生实事圆满完成，改
造农村危房17.8万户、 城镇棚户区
28.1万套； 完成所有贫困村电网改造
和易地扶贫搬迁项目电网接入； 开工
建设29所“芙蓉学校”，基本消除超大

班额；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分级诊
疗工作得到国家肯定。 推进社会治理
创新和平安湖南建设， 全省生产经营
性安全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双下
降”， 强力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社
会大局和谐稳定。

2019年
全省GDP预期增长7.5%至8%

2019年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GDP增长7.5%至8%，全
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同
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新增
城镇就业70万人。

2019年的主要工作有瞄准“3个
500强”精准招商、力争新增规模工业
企业1000家以上。以长株潭衡城市群
为重点， 加快打造工程机械、 轨道交
通、 中小航空发动机世界级产业集群
和电子信息、新材料国家级产业集群，
建设信息安全和智能制造高地。 加大
对武陵山、 罗霄山片区等贫困地区倾
斜支持，确保全年19个贫困县脱贫摘
帽，718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深度对接“一带一路”，举办好中
国一非洲首届经贸博览会和外交部湖
南全球推介活动， 加强境外经贸合作
园区和国际物流通道建设， 吸引一批
湘商企业总都、项目回归湖南。深入推
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 完善天然气价
格联动机制， 逐步实现一般工商业用
电与大工业用电同价。

围绕交通能源、农业农村、生态民
生等重点领域， 加快推进补短板重大
项目落地。推进渝长厦通道长赣铁路、
呼南通道邵永铁路等前期工作， 抓好
张吉怀、常益长等铁路项目建设，力争
黔张常、 蒙华铁路湖南段年内建成通
车等。

■记者 刘璋景 李成辉 黄京

根据预算草案报告，2019
年省级一般公共预算地方收
入预计为516.2亿元， 全省一
般 公 共 预 算 地 方 收 入 为
2975.1亿元。

2019年， 全省财政支出
将向高质量发展和民生领域
倾斜，减税降费向微观主体倾
斜，转移支付向县乡基层和贫
困地区倾斜，鼓励引导金融资
源向实体经济和企业倾斜，投
资向产业项目和基本公共服
务建设倾斜，就业扶持向大中
专毕业生和转移劳动力倾斜。

作为民生支出大头，2019
年我省重点保障教育、 科技、
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发

展等方面的财政支出。 推进
“芙蓉学校”建设，改善贫困地
区办学条件，建立学前教育生
均公用经费拨款制度，实现生
均经费标准体系从幼儿园到
高校全覆盖。支持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建设，打造国际国
内有影响力的创新中心。加大
困难退役军人救助力度，改善
基层敬老院等民政基础设施
条件。 加大就业补助投入，更
好地发挥失业保险救济和稳
岗作用。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
政补助标准，预计达到每人每
年520元。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财政补助标准，预计达到
每人每年60元。

今年湖南“理财计划”：民生为本，重点保障科、教、卫、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支出

“三公”经费从紧，一般性支出压减5%
2018年湖南把钱花到了哪些地方？2019年，湖

南的“理财计划”又怎么样？1月27日下午，出席省十
三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分组审查了《湖南省2018
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报告详细披露了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9年预算草案以及2019年财政重点工作任务。
今年省政府的“钱袋子”将坚持以民为本，努力补
齐社会民生短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解决好人民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记者 刘璋景 李成辉 黄京

去年民生支出占比超七成

2018年，湖南省一般公共
预算地方收入2860.7亿元，增
长3.7%，加上中央补助3492.7
亿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收入
1102亿元等，可安排使用的收
入合计8645.3亿元。

支出方面。2018年， 全省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479.2亿
元， 增长8.9%。 公共服务、教
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卫生
健康、节能环保等领域得到了
较大的政府投入和较多的改
革探索，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占
比达70.1％。

主要支出政策落实上，安
排了15.8亿元支持湖南高校办

出特色、 争创一流。 全省投入
89.7亿元， 巩固落实“城乡统
一、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
保障机制。 兑现奖补资金3.71
亿元，支持企业享受相关优惠
政策。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十四连调”，达到人均每月
2395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最低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103
元。城乡居民医保缴费财政补
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90
元。 省级扶贫资金达到38.1亿
元，51个贫困县统筹整合财政
涉农资金172亿元， 支持28万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乔迁新居，
基本完成易地扶贫搬迁任务。

支持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和就业发展

2019年，我省将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绩效管理的要求，逐步将各级政府收支、部门和单位预
算全面纳入绩效管理。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
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全
部纳入绩效管理范围，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用好用足国家政策，强化政策协同组合，将该保
的支出保障好，把无效低效的支出减下来，加大对精
准脱贫、污染防治、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的支持。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把每一分
钱都用在刀刃上。政府带头过“紧日子”，从严从紧安
排“三公”经费预算，除重点和刚性支出外，其他一般
性支出一律压减5%，腾出财力加大对重点民生、基层
财政的支持力度。

链接

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两会·印象

守护孩子
也是大事

2018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情况

全 省 一
般公共预算
支出7479.2
亿元， 增长
8.9%， 较上
年提高0.5个
百 分 点 。 其
中，省级支出
751.2亿元，
增长17.7%▲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今年GDP预期目标：
增长7.5%至8%

扫
二
维
码
看
两
会

记
者
日
记
视
频

一般公共服务 教育 科学技术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 农林水
增长9.9% 增长6.7% 增长41.9% 增长8.7% 增长7.8% 增长11.9% 增长14.5% 增长14.7%

计划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