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时军 ） 今天上午，省

“扫黄打非” 工作小组在长沙集
中销毁32万册非法书报刊、49万
张非法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活动。

据了解， 今年1月至3月，全
省收缴各类非法出版物22.3万多
件， 其中侵权盗版出版物16.8万
多件，查办侵权盗版出版物案件
107起， 有效净化了省内出版物
市场。销毁活动现场，开展了“拒
绝盗版，拥抱梦想，绿书签行动
2013”签名活动，省市“扫黄打
非”办和新闻出版部门在销毁现
场和各市州城区，发放“绿书签”
1万份，张贴“绿书签”活动海报
1000份。

李友志强调，各级党委政府
和“扫黄打非”工作部门，要坚定
不移地打击侵权盗版活动，坚持
不懈地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着力清理一批重点市场，查处一
批重点案件， 摧毁一批网络窝
点，惩治一批犯罪分子，在全省
营造打击侵权盗版非法活动、保
护知识产权的浓厚氛围。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许英）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
打击传销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从5月1日至9月30日，全省将开展为期
5个月的打击传销集中执法行动。

2012年， 全省共捣毁传销窝点
1716处， 教育劝返遣散传销人员
17153人次，抓获传销头目、骨干分
子1022人，冻结违法资金 1.2亿元，
较好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

今年开展的打击传销执法活
动，将以长株潭地区，特别是长沙县
星沙镇、 长沙市岳麓区、开
福区以及永州市冷水滩区
等我省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高发地、传销人员长期聚集
区域为重点地区，加强监控
打击，重点查处打着职业介
绍、招聘兼职等幌子，诱骗
在校学生、下岗职工、返乡
农民工等参加传销行动，集
中力量查办一批大要案，彻
底摧毁传销网络。

副省长盛茂林在会上
要求，全省各级工商、公安

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 认真组织集
中执法行动， 特别是传销活动比较
严重的地方，要在当地党委、政府的
统一领导下， 充分发挥有关部门的
职能作用， 严厉打击各类传销违法
犯罪活动。查处、侦破一批具有广泛
社会影响的大要案件， 捣毁一批规
模聚集、 流窜作案的传销组织和团
伙，严惩一批组织者、领导者和骨干
成员。 重点整治地区传销活动猖獗
形势要明显扭转，传销发展、蔓延势
头要得到有效遏制。

集中销毁侵权盗版及非法出版物

图为集中销毁现场。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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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积聚正能量促发展 热点话题谈心录

主战场上巧用兵
———我省如何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省政府今年1号文件确定， 大力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强县。未来5年内，
省财政将筹措81亿元， 分3轮扶持27
个县 （市 、区 ）培育特色优势产业 ，大
力发展特色县域经济。

消息传开 ，各县 （市 、区 ）积极性
高涨 ，都想搭上政策的 “头班车 ”。不
少县委书记 、县长认为 ，大力发展特
色县域经济，真是一场“及时雨”！

县域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 我省
将如何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呢？ 仔细研
读省政府今年1号文件，发展特色县域
经济的措施似可概括为“三个作为”：

———把强县作为强省
的重要途径

如果将全省经济比作一座高楼
的话，那么县域经济就是这座高楼的
一根根立柱。

我们知道，我省正在大力推进长
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武陵山片区及
罗霄山片区、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全省区
域发展战略已趋于完善。但作为区域
经济的基本单元，县域经济仍然是薄
弱环节 ，其 “立柱 ”作用还不够突出 ，
特别是对全省经济的贡献度还不够
大。2012年，全省只有4个县 （市 、区 ）
进入全国县域经济“百强”。

“立柱”没有立起来的原因，是县
域经济产业空心化 、 同质化现象普
遍，大部分县 （市 、区 ）缺乏特色明显
的支柱产业，而且由于无选择性招商
引资，导致产业布局重复。

如果说县域经济是全省经济的
短板 ， 那么无疑也是发展的最大潜
力。江苏省经济长期处于全国 “第一
方阵”， 与其县域经济率先崛起和相
对发达密不可分。

对于我省发展战略来说，县域实
在是太重要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关键在县域———我省县域面积占全
省的96.9%，人口占全省的88.4%；实现
富民强省目标，潜力在县域经济———
我省县域地区生产总值仅占全省的
66%，财政总收入仅占全省的33.4%。

县兴则省兴 ，县活则省活 ，县强
则省强 。我省县域面积广阔 、资源丰
富 ，而且各具特色 。如果加以适当扶
持 ， 完全可以激活县域经济发展要
素，完全可以在全省发展壮大一批具
有鲜明特色的支柱产业，打造一批在

全省乃至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县
域经济强县， 引导带动其他县 （市、
区）加快发展。

把强县作为强省的重要途径，今
年省政府1号文件主题直指特色县域
经济。

———把特色产业作为
发展县域经济的主攻方向

这里说的“特色”，就是优势，就是
专长，就是特殊的市场竞争力。成功的
县域经济，必然是有特色的经济。在县
域范围内，各种资源是有限的，所谓优
势产业也是相对的，不能动辄就搞“十
大产业”、“八大优势” 之类的花架子。
我省进入2012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
的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县、醴陵市，无
一不是以一两个特色产业见长。

正因如此，省政府今年1号文件明
确，从培育特色优势产业入手，大力发
展特色县域经济。这样，解决了以往发
展县域经济缺乏“抓手”的问题。

县域经济是全省经济发展的基
石，而产业则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我省
把特色产业作为县域经济的主攻方
向，有利于把产业、企业和项目结合起
来，实现县域经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的坚实发展； 有利于夯实县域经济基
础，培植县域主体财源，深化财政“省
直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有利于把产
业发展资金有机整合， 集中财力办大
事，改变以往“撒胡椒面”现象；有利于
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富民强省。

省里为此出台“五个三”的政策，
即：每年重点扶持3个特色产业，每个
特色产业每年扶持3个重点县， 对每
个重点县滚动扶持3年， 省财政对每
个重点县的支持不低于3亿元， 扶持
政策暂定实施 3轮 。 据悉 ， 第一轮
（2013-2015年）将重点扶持农副产品
加工业、 特色制造业及文化旅游业3
个特色产业。

———把机制创新作为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的不竭
动力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扶持政策不
能用老办法 ， 特别是资金支持不能
“撒胡椒面”。

为此，省政府今年1号文件明确，
要创新机制 ，通过整合资金 、突出重

点、创新方式、绩效管理，支持培育一
批特色优势产业，引领我省县域经济
走出一条特色发展的新路子。

整合资金 。按照盘活存量 、增量
引导的原则，通过积极争取中央支持、
适度整合省内相关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预算新增安排等多渠道筹措资金。
省财政厅会同有关部门每年确定整合
资金的来源及额度， 各相关专项资金
管理部门确保当年安排到重点县的资
金规模不低于确定的额度。同时，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 引导和带
动社会资本投入县域特色产业发展。

突出重点。财政资金重点支持特
色产业发展基础平台建设，包括特色
产业规划设计、特色产业公共服务平
台 、融资担保服务平台等 ；特色产业
优势企业培育，包括对引进大型企业
给予奖励 ，对企业品牌建设 、销售渠
道开拓 、贷款贴息等给予补助 ；特色
产业技术支撑 ，包括技术研发 、技术
改造、技术升级、人才引进、人才培养
等； 特色产业园区建设贷款贴息，包
括基础设施建设、标准厂房建设等方
面贷款贴息。

创新方式。 全面推行竞争立项，

促进财政资金公开 、公平分配 ，发挥
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提高资金使用
效益。3月13日，重点县申报评选工作
正式启动，实行“竞争上岗”。同时，下
放资金使用审批权限，由重点县根据
财政资金重点支持方向提出项目计
划和资金使用方案，经省有关部门审
核批准后实施。

绩效管理。 建立以目标任务为导
向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机制， 重点县要
制定3年发展规划和分年度实施计划。
建立重点县动态管理机制， 实行年度
评估、中期评估和最终绩效考核制度。
对评估没有达到目标的， 实行追回已
拨资金、停拨后续资金等惩罚性措施。

发展特色县域经济，既拿出了真
金白银 ， 也出台了包括加大金融支
持 、保障土地供应等配套措施 ，在交
通、国土、环保、水利等其他资金方面
也将对重点县给予优先支持等。

这些措施 ， 指向精准 、“对症下
药 ”。我们相信 ，只要突出优势 ，放大
特色 ，错位发展 ，我省县域经济的一
根根“立柱”就能够尽快立起来，为富
民强省战略提供坚实的支撑。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柳德新）

4月10日至12日， 湖南省发展
特色县域经济强县评审工作在长沙
郊外3个地方开展封闭式评审 。经
过第一阶段评审组对申报材料评审
后 ，4月12日进入现场陈述和评审
阶段， 参评县的县委书记或县长参
加现场陈述和答辩。

在评审会现场， 评委宣布开始
后 ， 一块计时牌开始了30分钟倒
计时， 参加陈述和答辩的参评县县
委书记或县长必须在10分钟之内
陈述自己的产业优势 ， 然后在20
分钟内回答评委提出的3个问题 。
评委根据陈述内容和答辩情况打
分。 现场陈述和答辩占总
分的30%， 申报材料评审
占70%。

全省拟重点支持发展
的三个产业中， 农副产品
加工业共13个县市区参

加评选，特色制造业共14个县市区
参加评选，文化旅游业共14个县市
区参加评选。

省财政厅纪检监察室全过程参
与监督，并在工作、生活、出入等方
面明确5条硬规定：一是严禁未经允
许私自外出； 二是严禁未经允许私
自与外界联系； 三是严禁相互串通
或者暗示打分； 四是严禁接受评审
对象吃请和馈赠； 五是严禁未经许
可对外透露评审细节与结果。

据悉，待评审结果公布后，发展
特色县域经济强县将进入实施阶
段。

■链接

特色县域经济重点县“竞争上岗”

许斌

芦山地震后，许多人的房产受
损， 其中一部分可能还欠着房贷。
房子严重受损甚至不存在了，房贷
还要不要还， 这是非常现实的问
题。有律师认为：“如果人在房子没
了，则根据《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和
借款人与贷款银行签订的房屋按
揭贷款合同约定，借款人仍有义务
清偿尚未偿还的贷款本息。”

房子没了， 却还要还月供，对
于失去房子的人来说，显然是雪上
加霜。 有网友就自嘲说，“按照合
同，如果我不继续月供了，银行就
有权没收我的房产。好，我现在就
不供了，请你没收！”

《合同法》第117条规定：“因不
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
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
任，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并针
对 “不可抗力” 作了进一步解释：
“本法所称不可抗力， 是指不能预
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
况。”地震，属于“不可抗力”，这一
点应该不容置疑。

问题在于怎样解释“不能履行
合同”。第一种解释是就事论事，既
然合同抵押物，也就是房子都不存
在了，合同便自然终止；第二种解

释，则针对签合同的人，如那位律
师所说，只要人还在，哪怕合同涉
及的具体物业不存在了，也必须清
偿房贷。

有一点应该可以明确，既然合
同建立在房产基础上，那么围绕特
定房产， 应该是合同各方风险共
担。借资本优势，要求借款一方承
担全部风险和无限责任，是不公平
的。同时，在具体环节上，就是土地
可能比房子还值钱。 房子倒塌，土
地如果还能用，还能在原有地块上
建新房，那就只能说是房产设施损
失，不能说全损失。因此，“根据不
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
责任”，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房子震塌了， 房贷怎么办？在
法理之外，还涉及商业伦理。商业
机构尽可能地与人为善，是商业道
德的体现，商业道德本身有商业价
值。譬如说，整体而言，“因不可抗
力”而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情况微
乎其微，金融机构主动与交易对象
风险共担，让风险可控，由此产生
的广告效应巨大，可谓所失者小所
得者大。

让公平、正义的原则明确在法
律制度中，让道德、良知的光芒闪
耀在商业交易过程中，这个世界才
温暖、亲切。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房子震塌了，房贷怎么办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旻）4月24日，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副书记陈叔红在株洲调研
时，品尝禽类食品，为禽类食品“代
言”：禽流感可防可治不可怕。

陈叔红重点调研了株洲市好棒
美食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是我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主要生产加工
禽类产品。近几年，公司在积极同湖
南农业大学、 省农科院等科研机构
紧密合作，引进高新技术，提升农产

品科技附加值， 创新农产品营销推
广模式的同时， 大力探索企业文化
建设，提升产品文化附加值，其创造
的“好棒美”成为全省有名的农产品
品牌，还获得省著名商标称号。

陈叔红还与随行人员一起品尝
了该公司生产加工的禽类产品。他
说，当前，受H7N9禽流感影响，消费
者对禽类食品产生抗拒心理。其实，
禽流感病毒不耐高温， 只要科学加
工，禽类食品完全可以放心吃。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
商场、餐饮、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
所一旦发生火灾， 易对公众造成严
重伤害，如果赔偿金额巨大，甚至极
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影响社会稳
定。今天，我省启动火灾公众责任保
险试点，通过引入保险，运用市场机
制进行社会管理。 副省长韩永文出
席启动仪式。

根据省政府金融办会同湖南保
监局、 省公安消防总队研究出台的
实施方案， 我省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先在长沙、衡阳、株洲、湘潭、岳阳、
常德、益阳、娄底8个城市试点，承保
对象先从新开办单位和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 公众聚集场所和易燃易爆
场所等地方入手， 如建筑面积1000

平方米以上且经营可燃商品的商
场、市场，就餐位在100座以上或就
餐营业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的餐
饮场所，建筑面积在500平方米以上
的影剧院、卡拉OK厅、网吧、足浴
室、健身房等休闲场所，以及住宿床
位在100张以上的养老院、 学校、托
儿所和幼儿园等。

试点期两年。 试点成功后在全
省范围推广。试点期间，火灾公众责
任保险由长安责任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公司主承保， 中国人保
财险湖南省分公司为具体承保和理
赔服务公司， 中国人寿财险湖南省
分公司共同参与承保， 统一条款费
率和流程， 为全省公众聚集场所提
供一道坚实的火灾风险防范保障。

陈叔红为禽类食品“代言”———

禽流感可防可治不可怕

我省试点火灾公众责任保险
从新开办单位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公众聚集

场所和易燃易爆场所入手

非法传销 集中打击
从5月1日至9月30日，以长株潭、冷水滩区等传销

违法犯罪高发地为重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