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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团结奋斗

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胜利闭幕
选举产生湖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

石泰峰何维等同志当选
张庆伟当选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主任并发表讲话 毛伟明当选省人民政府省长
选举产生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表决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等 8个文件

湖南日报 1 月 18 日讯（全
媒体记者 苏莉 邓晶琎 孙敏
坚 陈奕樊）18 日上午， 省十四
届人大一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
议程，胜利闭幕。

本 次 大 会 应 到 代 表 755
人，实到代表 739 人 ，符合法定
人数。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
庆伟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本次大会由大会主席团常
务主席张庆伟 、毛伟明 、乌兰 、
张剑飞、陈飞、胡旭晟、周农、彭
国甫、王晓科担任执行主席。

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的领导和老同志有：杜家毫、许
达哲、毛万春、李微微、王克英、
胡彪、王双全、李殿勋、吴桂英、
隋忠诚 、谢卫江 、魏建锋 、杨浩
东、汪一光、张迎春、刘莲玉、王
宇、冯毅、谢建辉、杨维刚、陈文
浩、谢勇、李建中、王一鸥、秦国
文、蒋涤非、周海兵、黄兰香、赖
明勇、张健、易鹏飞、张灼华、胡
伟林、李民、肖百灵、虢正贵、潘

碧灵、何寄华、郝先维、朱玉、叶
晓颖、田立文、戴一帆等。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
席台就座。

中央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
导。

大会选举产生了 118 名湖
南省出席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 中央提名的代表
候选人石泰峰、 何维等同志当
选。 根据法律规定，湖南省出席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
表名单将由大会主席团予以公
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资
格审查。

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
选举张庆伟为湖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 毛伟明为湖南省人民政府
省长。 选举乌兰、张剑飞、陈飞、
胡旭晟、周农、彭国甫为湖南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副主任 ，李殿勋 、张迎春 、
李建中 、王一鸥 、秦国文 、蒋涤
非、 周海兵为湖南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 王双全为湖南省监察

委员会主任， 朱玉为湖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 本次会议选
举产生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 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批准。

大会选举王晓科为湖南省
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秘书长，王向前等 64 名同
志为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大会 举 行 了宪 法 宣 誓 仪
式。 新当选的湖南省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
任 、副主任 ，省人民政府省长 、
副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省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以及省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 各专门委员
会主任委员， 在与会全体代表
的见证下向宪法宣誓。

大会 采 取 电子 表 决 的 方
式， 通过了湖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关于湖
南省人民政府工作报告的决
议、关于湖南省 2022 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的决议 、关于湖南省 2022 年
预算执行情况与 2023 年预算
的决议、 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
议、 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 关于湖南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
关于设立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 ，
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各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 副主
任委员、委员名单。

张庆伟在闭幕会上作了讲
话。 他指出，湖南省第十四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经过
全体代表和与会同志的共同努
力，圆满完成了各项议程。 会议
期间， 全体代表以高度政治责
任感，充分发扬民主，忠实履行
职责， 审议和批准了政府工作
报告和其他各项报告， 顺利完
成了选举任务， 展现了忠于人
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大会
开得很成功，是一次高举旗帜、
求真务实、团结奋进、风清气正

的大会， 必将激励和动员全省
人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湖南而团结奋斗。

张庆伟指出，过去五年，省
十三届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省委
正确领导下， 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紧跟党中央决策部署、紧
贴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紧扣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认真履行宪法和
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积极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 为推动现代化
新湖南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庆伟说， 本次大会选举
我继续担任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 这是全体代表和全省人民
对我的信任。 我一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忠于宪法和法律、忠
于党和人民事业， 同新一届省
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全体代
表一道，紧紧依靠全省人民，为
湖南各项事业发展竭尽全力 、
竭诚奉献，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转 02 版）

1月 18日上午，湖南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张庆伟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 �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1月 18日上午，湖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闭幕。 �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推进政治监督
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聚焦“两个维护” 强化政治监督

湖南纪检监察机关聚焦“惩防治”贯通融合
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

◆坚持系统观念 深化标本兼治

导读

(详见 06-07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