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回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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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沈研） 我省政府
工作部门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及省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从
2月1日起正式公布实施， 查询可登录省政府
门户网站 （www.hunan.gov.cn）。

这次共依法确定并公布涉及省政府工作
部门的行政权力3700多项、 主要职责600多
项， 外商投资禁止和限制类项目90多项， 共
取消、 下放30多项省政府核准的投资审批事

项。 其他省政府工作部门的部分权力和责任
事项也将分批公布。

为促进“三清单一目录” 的落实， 省政
府将进一步健全政府服务平台和网上办事平
台， 优化权力运行流程。

据了解， 此次公布的省政府“三清单一
目录” 将实行动态管理。 省政府还要求市州、
县市区政府抓紧做好推行权力清单和责任清
单制度工作。

欧阳金雨

清晨起床，看到一位公务员朋友在
微信朋友圈感慨：“今年湖南省两会，感
觉政治变得离我们这么近”。

笔者马上在后面留言：你怎么会有
这样的感觉？ 他回过来一大段：朋友圈
湖南的媒体记者比较多， 两会一开始，
各种链接不断推送到手机上 ， 会议议
程 、代表 委 员 发 言 、后 续 评 论 、图 片
新闻……动动手、刷刷屏，仿佛就进入
了两会会场。

放在几年前，老百姓没有如此真切
地感受到两会就在身边。 为什么会发生
这些转变呢？

一来，两会各方面的公开 ，如今做
得越来越充分、及时了；二来，从关注两
会新闻，到参与网络讨论等 ，公众也成
长为更加成熟的政治主体。 两会，不仅
是代表委员们参政议政的重要平台，也
是公众参与民主政治生活的重要平台。

开放、平等、民主、协商……越来越
“接地气”的两会，将给百姓生活带来越
来越多的实惠。

省政府“三清单一目录”
今起公布实施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今天
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在湖南省人民会
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本次会议应到人数764人， 实到699人。
第三次全体会议由于来山、 刘力量、 刘永

学、 刘新安、 汤立斌、 孙小武、 杜亚玲、 杨方
明、 杨吉凡、 杨光荣、 杨梅芳、 李平、 李曦、
李亿龙、 李小平、 李政科、 李湘岳、 肖刚强、
肖迪明担任执行主席， 于来山主持。

出席大会的省党政军领导有： 徐守盛、 杜
家毫、 陈求发、 孙金龙、 黄建国、 李微微、 郭
开朗、 陈肇雄、 许又声、 韩永文、 孙建国、 易
炼红、 张文雄、 黄跃进、 杨泰波、 谢勇、 陈叔
红、 刘莲玉、 徐明华、 蒋作斌、 陈君文、 何报
翔、 李友志、 张硕辅、 黄兰香、 张剑飞、 戴道
晋、 刘建新。

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邓小刚、 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

中国人民解放军96301部队副政委何骏、 国防科
技大学原副教育长韩月元、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
长彭宪法在主席台就座。

大会主席团其他成员在主席台就座。
康为民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他说，

2014年， 省高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努力让人
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的目标，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为湖
南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司法
保障和服务， 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步。 全省法
院审判执行各类案件 41.76万件 ， 同比上升
15.77%。 法院队伍公众满意度测评继续保持全
省政法系统第一名。 2015年， 全省法院将主要
做好6个方面的工作：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 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坚持严格
公正司法，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始终践行司法
为民， 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司法需求； 结合湖
南实际， 稳妥推进司法改革； 加强队伍建设，

着力提高法院干警综合素质； 切实增强宪法意
识， 更加自觉接受人大和各方面监督。

游劝荣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他说，
2014年， 全省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 全力推进平安湖南、
法治湖南建设， 各项检察工作都得到了新发展。
2015年， 全省检察机关将以执法办案为中心，
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精神， 切
实担负起服务和保障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依法
治国的重要责任； 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努力维护稳定、 服务
发展、 保障民生； 依法严厉打击职务犯罪， 保
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大力加强司法规范化建设，
确保严格公正司法， 努力把检察权关进制度的
笼子； 按照“五个过硬” 要求， 加强检察队伍
建设； 强化接受监督的意识， 努力形成在有监
督的环境下开展工作的高度自觉。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今天晚上，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大会主席
团常务主席于来山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秘书处议案
组关于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
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湖南
省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
行情况与2015年计划草案审查结果的
报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湖
南省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年预
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 决定印发全
体代表。

会议原则通过以下决议 （草案），
提请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第四次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
的决议 （草案）； 关于湖南省2014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5年计划的决议 （草案） ； 关于
湖南省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
年预算的决议 （草案） ； 关于湖南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的决议 （草案）； 关于湖南省高级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关
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今天下午，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
议举行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大会主
席团常务主席徐守盛主持会议。

会议讨论了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关
于本次会议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意见

的报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计划草案的审查报告和关于预算草
案的审查报告 ， 决定提请主席团第
四次会议通过； 审议了各项决议草
案， 决定提请主席团第四次会议原则
通过。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记者今天从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议案组获悉， 本次大会共收到代表依法
联名提出的符合议案条件的议案5件。

这5件议案分别为： 关于进一步完
善 《湖南省散居少数民族工作条例》
的议案； 关于修改 《湖南省人口与计
划生育条例》 第十五条， 放宽少数民
族地区生育二孩政策的议案； 关于制
定 《湖南省酉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条

例》 的议案； 关于制定 《湖南省黄石
水库水环境保护条例》 的议案； 关于
制定 《湖南省水府庙水库水环境保护
条例》 的议案。

议案组认为， 这5件议案均为地方
立法议案， 事项基本属于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职权范围， 案由、 案据、 方案
均符合议案规范。 经主席团第四次会
议审议决定， 会后分别交省人大有关
专门委员会审议处理。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 （记者 杨柳
青）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先后
来到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
表团和湘潭市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
“两院”工作报告。 他要求，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蹄疾步稳深化司法改革，切实加强
干部队伍建设，筑牢司法这一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省领导黄跃进、刘建新，中国人民
解放军96301部队副政委何骏参加解放
军代表团审议。

讨论中， 代表们一致认为，“两院”
工作报告贯彻了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的要求，用数据和事实说话，符合湖
南司法工作实际，是个实事求是的好报
告。 大家还围绕进一步密切军地关系、
加强普法工作、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发
表了意见建议。 孙金龙仔细聆听，认真
记录，不时与代表们交流。

孙金龙感谢广大驻湘部队官兵为
服务湖南改革发展作出的重要贡献，肯

定了湘潭去年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可
喜成绩。

孙金龙说，过去一年法检两院切实
贯彻中央和省委要求，紧紧围绕全省发
展大局，认真履行职责，为法治湖南、平
安湖南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为推动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法治环
境。

孙金龙说，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省的开
局之年，新形势新任务赋予了司法机关
新使命。 要按照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
蹄疾步稳推进司法改革， 向改革要动
力，不断提高司法工作水平，切实筑牢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要
切实加强司法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队伍
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升执法能
力和办案质量，着力锻造一支高素质的
司法干部队伍。 要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教
育实践活动成果，坚决反“四风”，持续
改作风，推动司法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常
态化、长效化，积极向全社会展示司法
系统的良好形象。

湖南日报１月３１日讯(记者 胡宇芬) 由中国
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主办， 两院院士评选的
201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今天在京揭晓。
“超级稻亩产首破千公斤”， 入围第五项。

由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袁隆平院士团队
牵头的国家“863” 计划课题“超高产水稻分子
育种与品种创制” 取得重大突破。 2014年9月24
日和10月10日， 分别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

任组长的专家组和农业部测产专家组组长、 中
国水稻研究所所长程式华等专家， 在牛形村和
红星村现场测产， 平均亩产分别达到1006.1公
斤和1026.70公斤， 首次实现了超级稻百亩片过
千公斤的目标， 创造了一项里程碑式的世界纪
录。 这是农业部首次针对超级稻千公斤攻关品
种组织的国家级测产验收。 2014年， “Y两优
900” 在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的30个示范片开

展高产示范攻关， 在较为不利的气候下仍获得
丰收。

同时， 由 《中国科学报》、 科学网、 《医学
科学报》 和 《科学新闻》 杂志共同主办的
“2014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评选活动也
正式公布结果， 10人当选 。 其中， 袁隆平院
士作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杰出者” 入
选。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王晗

“我家的门锁坏了，告诉社区工作人员，第二
天他们就找人来修好了。 办事效率大大提高！ ”1

月27日，长沙市雨花区东塘街道枫树山社区，“五
保户”张奶奶拄着拐杖，专程到社区居委会表达
自己的感谢。 连日来，已经有不少居民对社区工
作“点赞”。

“行政事务减少， 有更多精力为群众办实
事。” 社区书记刘晓峰说， 这得益于雨花区推
行的村、 社区承担的公共事务清理工作。 自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长沙市
多措并举， 让干部有更多精力及时有效为民解
难。

聚力民生事， 减掉公权力
义务献血指标、 计划生育指标、 节能灯推

广、 为社区居民的事证明盖章……
(下转7版②)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举行
主席团常务主席会议

筑牢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孙金龙参加解放军、湘潭代表团审议“两院”
工作报告

两会，离我们这么近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收到议案5件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
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徐守盛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等出席 于来山主持
康为民作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游劝荣作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超级稻亩产首破千公斤”
入围2014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袁隆平院士入选“2014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集中精力解民难
———长沙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整改纪实

茛1月29日，
岳阳市代表团周
金龙代表在分组
讨论会上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荨1月 28日 ，
邵阳市代表团罗
玉梅代表发言呼
吁加大对大湘西
地区旅游产业发
展的扶持力度。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湖南日报1
月31日讯 （记者 姚
学文 通讯员 李一
凡 ）1月 30日，2014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评选结果揭
晓，“袖珍男孩”、湖
南科技大学2011级
商 学 院 张 奇 从
10746名申报学生
中脱颖而出，获“自
强之星”称号。《湖南
日报》 曾于2014年
12月31日对其感人
事迹进行报道，其为
实现梦想自立自强、
努力拼搏的事迹感
动三湘学子，引发社
会强烈反响。

(下转7版①)

■报道之后

﹃
袖
珍
男
孩
﹄
张
奇
获
评

﹃
中
国
大
学
生
自
强
之
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