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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团 (90人，按姓名笔划为序):
马石城 王一鸥 王成 王刚 王向前 王昌义 王建平(女)�王雄

王善平 毛伟明 毛腾飞 乌兰（女，蒙古族）文志强 文富恒 邓荣珍
邓群策 石希欣（侗族）石艳萍 (女)�龙四清(女,侗族)�龙朝阳
叶红专(土家族)�田福德(土家族)�冯 毅 向伟雄 向佐谊(土家族)
刘非 刘明建 刘 波 刘宗林（侗族）刘莲玉(女)�刘准 祁圣芳
许达哲 严华 李江南 李志超 李际平 李微微(女)�李殿勋 李曦(女)
杨英建 杨维刚 吴穷(苗族)�吴秋菊(女)�吴菊(女，土家族)
余怀民(女)�余 缨(女)�张云英(女)�张亦贤 张宏森 张剑飞 张爱国
张媛媛(女)�陈火德 奉吻香(女,瑶族)�易鹏飞 金继承 周帆(女)
周农 周琦(女)�周德睿 胡丘陵 胡伯俊 段志刚 姚来英 贺军民
聂鹏举 徐云波 徐文龙 徐克勤(苗族)�高毅 黄兰香(女)�黄关春
曹炯芳 龚凤祥 龚文密 龚明汉 梁肇洪 彭国甫 彭建忠
蒋秋桃(女)�蒋祖烜 程水泉 谢卫东 谢建辉(女)�雷震宇 谭进军
黎定军 虢正贵 瞿海(苗族)

秘书长:�刘莲玉(女)

1月24日下午， 省十三届
人大四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
长沙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秘
书长、大会新闻发言人刘伟志
在会上发布新闻，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主
任卿立新主持发布会。

刘伟志介绍，省十三届人
大四次会议将于1月25日上午
9时在省人民会堂正式开幕，1
月29日上午闭幕，会期4天半。
本次会议共有九项议程：一是
听取和审查湖南省人民政府
工作报告；二是审查湖南省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草案；三是审查湖南
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21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湖南省2021年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四是
审查湖南省2020年预算执行

情况与2021年预算草案的报
告、湖南省2021年全省和省级
预算草案；五是听取和审查湖
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六是听取和审查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七是听取和审查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八是补选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主任、 副主任、
委员， 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九是审议通过湖南省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
员会组成人员名单草案。

本次大会将举行三次全
体会议。会议期间，各代表团
将举行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
分别审查政府、人大、法院、检
察院工作报告，审查我省“十
四五”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
目标纲要，讨论、酝酿各项候选
人名单。 还将召开4次主席团
会议。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今日开幕
会期4天半，共有9项议程 首设“代表通道”和“厅长通道”

刘伟志介绍， 今年大
会将首次开设“代表通道”
和“厅长通道”集体采访活
动。会议期间“代表通道”
和“厅长通道” 各开设两
场。其中，两场“代表通道”
将分别于1月25日8时15分

和1月27日下午2时15分举
行；“厅长通道” 将分别于第
一次全体会议后和第二次全
体会议后进行。届时，将邀请
部分省人大代表和厅局长在
省人民会堂现场接受记者集
中采访。

“今年是奋进‘十四五’开局之年，
省人大常委会将聚焦‘三高四新’战略
实施，不断强化法治供给，坚定跟党走，
紧紧盯住法，全力抓落实。”刘伟志说。

刘伟志表示，2021年， 省人大常
委会将突出立法质量， 出台先进制造
业促进条例、湖南自贸试验区条例、绿
色建筑发展条例等体现湖南特色、简
单务实管用的地方性法规； 增强监督
实效，加强计划、预算、审计、国资监
督，听取和审议高新技术发展、知识产
权保护等专项工作报告， 组织营商环
境建设和安全生产情况专题询问；更
好发挥代表主体作用， 实现民生实事
人大代表票决制全省乡镇“全覆盖”。

关注

首设“代表通道”和“厅长通道”

刘伟志向大家通报了
一组数据：过去一年，我省
积极推进代表建议办理评
议工作，2020年共接收代
表建议1469件， 全部依法
按时办结， 建议所提问题
解决率和计划解决率达
88.4%。代表对办理态度和
办理结果满意率分别达
94.4%和89.7%。

同时， 我省积极推进
全省乡镇民生实事人大代
表票决制 ， 截至2020年
底， 全省14个县市区在县

级层面展开探索；1127个乡
镇推行票决制， 占全省乡镇
总数的74%， 全省共票决民
生实事3001件，推动民生实
事从“为民作主”向“由民作
主”转变。

“我省还推进省级领导
干部代表参加代表小组主题
活动，32名在职省级领导干
部代表全部深入14个市州开
展主题活动， 推动解决了一
批民生实事难题， 有力助推
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刘伟
志说。

接收代表建议1469件，全部按时办结

2020年， 省人大常委
会打出监督“组合拳”，通
过执法检查、 听取和审议
专项工作报告、 专题询问
等多种监督方式， 检查和
督促《湖南省中小学校幼
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贯彻
实施。

“检查发现，条例实施
取得明显成效。” 刘伟志
说， 全省14个市州陆续出
台实施办法或细则 ，122

个县（市、区）中有107个编
制了中小学校幼儿园布局专
项规划。 全省学前三年毛入
园率达85%， 公办幼儿园已
基本覆盖每个乡镇。 全省近
3年累计完成消除义务教育
大班额4.67万个和普通高中
大班额5264个；义务教育大
班额比例降至0.57%， 义务
教育超大班额占比实现“清
零”，两个比例降幅均居全国
首位。

打出监督组合拳，助力化解“入学难”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 省人大常委
会组织修改了湖南省野生动植物资源
保护条例； 开展了涉及野生动物保护
“一决定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督促
有关方面严格禁止和惩治非法猎捕、
交易、运输野生动物行为，用法治手段
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 制定出台了
中医药法实施办法；组织编制了《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立法修法计划》，用以指导今明两年
和今后我省有关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
法修法工作。

“2021年，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
加大公共卫生方面的立法修法力
度，将修订动物防疫法实施办法，调
研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 爱国卫
生条例和献血法实施办法， 为我省
公共卫生事业提供坚强的法治保
障。”刘伟志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于振宇陈奕樊三湘都市报记者丁鹏志

今年立法将聚焦
“三高四新”战略实施

继续加大公共卫生领域
立法修法力度

1月24日下午，湖南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大会新闻发言人刘伟
志（右）在会上发布新闻。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童迪 摄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2021年1月24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21年1月24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共8人)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

（2021年1月24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决定）

（共5人）

胡伯俊 王群 徐宏源 肖百灵（女） 蒋祖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