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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张权

《长沙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将于5月11日起施行。 以后凡是涉及民生及有重大影
响的重大决策事项，征求公众意见的时间不得少于20天。

行政决策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环节， 是政府各项工作的
基础。 决策是否正确，不光影响到执政能力，还影响着一个
地区的先进与落后，关系社会和谐。当公共利益遭遇部分群
体的反对，为何一些地方手忙脚乱甚至束手无策，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因为程序不透明，决策“千里走单骑”，导致民众不
知情不认可，最终丢掉了自己的解释权和公信力。

“有必要让公众知道” ,这是现代政府治理手段进步
的一个表现， 应该点赞。 但除了让公众知道之外， 决策程
序的合法、 透明， 离不开具体工作上的扎实细致。 例如，
一项重要决策的推行与实施 ， 究竟什么才是必须听证的
“重大决策”， 现在只是定性而没有量化标准， 换言之， 何
谓 “使用重大财政资金”， 没有关于 “重大” 的量化标准
就很容易钻空子。

有必要让公众知道， 更有必要让公众知道为什么？ 近
年来， 一些地方城市， “PX风波” 不断。 有人把PX等一
些化工原料视为洪水猛兽， 究其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关于PX项目的解释工作还不细致。 “真理越辩越明”， 正
确表达观点一定要建立在正确认知的基础上， 只有把真实
信息、 真正原因告诉公众， 公众才能理解和接受。

在信息交流和获取日益开放和多元的社会大背景下，
决策程序合法透明， 事前广泛听取民意， 一些地方做得越
来越主动， 也越来越好了。 但在决策之时和之后， 对公众
的释疑要么时间上 “若言姑待明朝至”， 要么解释停留在
“犹抱琵琶半遮面” 上， 以至于事前不费力， 事中、 事后
麻烦不断。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工作要想扎实细致， 最重要的就
是真心诚意。 否则， 态度看似热情了， 行动看似积极了，
实际上还是敷衍了事， 走形式走过场。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李妍◎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唐婷）国企改
革推出“三十条”、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
施意见正式出台……今天召开的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次全体
（扩大）会议透露，按照省委明确的改革
任务，目前我省各项改革已积极启动、稳
步推进。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省委改
革办主任韩永文主持会议并讲话。

按照《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4年工作要点及责任分工》，我省敲定
了今年改革的路线图、任务书，重点推进

9大类48项改革。 目前，一批重点改革已
率先启动实施。如：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
已制定出台国企改革“三十条”。 在行政
机构改革领域，《省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
改革方案（草案）》已经省委常委会审议
并上报国务院。 在科技体制改革领域，省
科技厅出台了深化科技改革实施意见。
在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领域，《平安
湖南建设实施意见》正在制定出台中。 在
市场化改革领域， 省工商局大力推进以
工商注册便利化为重点的工商登记制度

改革。 截至3月底，全省新登记企业数和
注册资金数分别比改革前增长84.57%和
117.56%。此外，我省农村改革、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改革等专项改革和
各市州改革也正在加快推进中。

韩永文在会上要求，全省各级党委改
革办作为改革的实施者、 推动者和调度
者，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统一部署，创新方
式方法，真抓实干深改，进一步强化“落
细、落小、落实”的意识，做到不走虚、不拖
延、不抢跑，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

落到实处， 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当前要重点做好七项工作：尽快梳理落实
改革任务， 全面建立起改革任务台账；全
力推动改革实施， 抓紧制定今年工作要
点；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跨部门、
难度大的改革，加强分类指导；加大培训
宣传力度，营造浓厚改革氛围；抓紧确定
督促检查方案，做好年中检查、年底对账；
加快制定检验改革成效的评估体系；迅速
健全改革机构，健全工作机制。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肖潇
邵曦） 今天上午在长沙举行的一个授牌仪式，
宣告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这意味着， 全省广电有线、 无线网络将实现
彻底整合， 文化传媒产业迎来新的发展大平
台。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

据悉， 新成立的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主
要承担全省广播电视有线、 无线网络的整合、
管理和运营工作， 建设以“数字湖南” 为核心
的网络支撑平台， 提供广播电视节目播控传
输、 数据通信、 多媒体综合信息等服务。

在今天的授牌仪式上， 湖南广电网络控
股集团还与天津等5家省级广电网络营运商签

约， “走出去” 谋发展。
李友志要求， 要以敢为人先的改革勇气，

瞄准大集团、 大网络、 大产业的发展方向， 推
进制度、 管理和机制创新， 把湖南广电网络控
股集团打造成业务经营涵盖基础网络、 文化传
媒、 投资与金融服务、 新技术服务的产业高
地， 推动我省文化传媒产业大繁荣。 要以资本
为纽带、 以市场为导向， 运用并购重组、 联合
经营等多种手段， 强力推动跨地区、 跨行业、
跨所有制集群发展， 大力促进文化与资本、 文
化与科技的融合， 力争用5至10年时间， 把湖
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打造成国内一流的大型现
代传媒产业集团。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
员 罗超 宁建君） 今天， 省委政法委对
全省政法机关近年来查处的8起典型违
纪违法案件进行了通报。

2012年， 株洲市天元区人民法院知
识产权庭原副庭长尹丰文， 在担任金某
挪用资金罪一案主审法官期间， 收取金
某贿赂并接受其请吃请喝， 向其泄露案
件审理内部情况， 被金某在网上发帖披
露， 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 目前， 尹丰
文已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依法移送
司法机关处理。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丁字法庭原
庭长余亚武， 在办理湖南浅水湾湘雅温
泉花园有限公司与中南大学、 湖南拓展
集团与湖南南县麒麟酒店有限公司等案
件中， 利用职务之便， 为他人谋取利
益， 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价值共计43万
元。 余亚武已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于2013年4月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11年8月至2012年4月，娄底市娄
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原副庭长戴艳红利
用职务之便， 对一系列深圳房地产纠纷

案件违规操作， 对大量案件存在当事人
居住地存疑、 抵债标的价格明显偏低等
现象视而不见， 违规办理虚假诉讼案件
118件，涉嫌收受贿赂30余万元。目前，戴
艳红已被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010年4月至2011年7月，邵阳市新
宁县公安局崀山派出所原所长李许明，
先后6次非法收受林某钱物共计28000
元，明知其开设赌场聚众赌博而不查处。
2013年7月，新宁县纪委、监察局给予李
许明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处分。

湘潭市公安局原副局长蔡亚斌、 刑
侦支队原支队长王宁、 刑侦支队重案大
队原大队长张新强、 治安支队行动大队
原大队长刘巍等4人利用职务之便， 充
当涉黑犯罪团伙“保护伞” 并收受贿
赂。 目前， 该4人已被开除党籍、 开除

公职， 于2012年下半年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12年、 10年、 5年、 5年。

湖南警察学院警体教学部原主任刘
一兵， 在2010年和2012年两次担任湖
南省高校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评审评委期间， 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
贿赂24.1万元。 2013年7月， 刘一兵被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并被判处有期徒
刑5年。

2011年至2013年春节， 长沙监狱一
监区原副监区长张翼， 在担任长沙监狱
一监区一分监区长、 一监区副监区长期
间， 利用职务之便， 收受服刑罪犯所送
现金共计9.7万元。 法院审理期间， 张翼
主动退缴了全部非法所得。 目前， 张翼
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 缓刑4年。

2010年9月， 郴州市汝城县人民检

察院法警大队原大队长兼检察一组原副
组长朱少雄， 在办理临武县交警大队民
警曹某受贿案时， 将所退赃款挪用 。
2011年10月， 朱少雄在办理株洲市某房
地产公司董事长唐某涉嫌行贿案时， 采
取非法手段挪用依法扣押案款。 朱少雄
已被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于2013年1
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缓刑二年。

省委政法委负责人表示， 全省各级
政法机关和政法干警务必从上述案例中
汲取教训， 引以为戒。 要严格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和反腐倡廉各项规章制度， 把
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和部署上
来， 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常抓不懈的决
心， 坚决打好反对司法不公、 司法腐败
的攻坚战、 持久战， 严肃查处违法违纪
和司法腐败案件，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郭剑虹） 今天上
午，记者从省侨联法顾委2014年年会上获悉，目前我省已初
步形成省市县三级侨联维权立体网络，2013年为侨企挽回
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

去年，省侨联法顾委36名委员在维权机制创新、侨法宣
传、法律咨询服务、涉侨案件协调处理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全省14个市州侨联全部成立了法律维权组织， 还有30多个
县级侨联成立了相应的法律维权服务机构， 全省侨联专兼
职法律工作者已达400余人， 全省各级法院均设立了涉侨
人员参与诉讼的绿色通道。一年来，法顾委秘书处及委员以
协调处理涉侨案件为重点，突出维权实效，共协助处理12件
各类涉侨疑难案件， 其中投资金额巨大的涉侨经济纠纷2
件，召开案例研讨会2次，向案件处理部门出具法律意见函7
份，挽回直接经济损失2亿多元，赢得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的普遍赞誉。

会议要求， 全省各级侨联组织要充分把握侨联工作的
新机遇，充分发挥法顾委专家、学者、律师和司法执法业务
骨干的作用， 大力推动侨界各项权益的保障和改善民生政
策的落实，不断开创维护侨益工作新局面，努力营造我省侨
界团结、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除了知道，
还要知道为什么

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李伟锋）4月22日至
23日，副省长黄兰香深入长沙、湘潭，专题调研
中小微企业发展情况。 她指出，要采取切实有
效措施帮扶企业，确保中小微企业实现持续健
康发展。

长沙经开区内的湘联节能科技公司的智能
遮阳产品，在新型建筑领域应用广泛，产品销往
90多个国家和地区。黄兰香对该公司积极创新发
展模式、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给予高度肯定。 凯天
环保在废气、 废水等治理方面取得较好成绩，黄
兰香鼓励企业抢抓生态文明建设机遇，在环保产
业领域拓出新天地。 在湘潭，黄兰香深入伟鸿食
品、湘电莱特电气、莲港紧固件公司、五洲通药业
等企业，详细了解经营发展情况、面临什么困难、

希望政府提供哪些支持等。
在听取部分企业、 小额贷款担保机构情况

介绍后，黄兰香指出，我省中小微企业数量多，
且大都事关就业和产业配套等多方面， 必须加
大扶持力度，促进其健康发展。省直相关部门要
进一步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 切实落实现有
惠企政策，加大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沟通协
调，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中小微企业要进一
步坚定信心，坚持创新发展，走小而特、小而精、
小而强的发展之路，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为全省工业经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长沙调研期间， 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参
加调研， 并就如何加快民建会员企业发展进行
深入探讨。

坚持特色 做出精品 做强产业
黄兰香调研中小微企业发展 我省三级侨联维权

立体网络初步形成
去年为侨企挽回直接经济

损失2亿多元

省委改革办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确保改革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湖南广电网络控股集团授牌
全省广电有线、无线网络将实现彻底整合

零容忍自身腐败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省委政法委通报8起政法干警违纪违法案件

4月23日， 参赛者在进行水彩绘画比赛。 当天， 株洲市举办残疾
人职业技能选拔赛， 各县市区残联、 市特教学校等11家单位的116名
选手， 参加了计算机组装、 数据处理、 水彩绘画、 竹编等10多个项目
的比赛。 朱少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