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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口奶用不着养头牛”

两会闻：1月31日下午， 省委副书记孙
金龙来到湘潭代表团与大家一起审议两院
报告。基层代表肖明强反映：他所在的村与
邻村合并后，会议室、村干部办公室，都出
现不够用的情况。孙金龙当场表示：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要重视，但也要有新思维，该
花的钱再多都得花， 但不该花的钱一分都
不能花。“切莫出现‘为了自己喝一口奶，养
一头牛’的情况”。

日报说：花老百姓的钱，就该这样精打
细算。

呵护公众对法治的信仰

两会闻 ：1月31日下午，长沙代表团
审议两院报告，张炬代表谈到，如今两
院无论是队伍的专业化、 装备的现代
化、 管理的科学化都达到较高水平，可
谓兵精粮足。然而，一些老百姓在日常
生活中对法院和检察院仍然敬而远之，
怎么办？ 他建议两院除了提高办案水
平，还要加强法制宣传，推动依法治国
理念深入人心。

日报说：办好每一件案子，也要宣传好
一些案子。法治的声音是否响亮，仰赖于社
会中每一个对法治“确信”的回音。

基层，热切呼唤法律人才

两会闻：1月31日下午， 衡阳代表团审
议两院报告， 基层法院人才建设成为代表
热议话题。省人大代表、衡东县人大常委会
主任谭向勤提出： 有的基层法院法官每年
要处理近500件案子， 办案质量怎么能保
证？ 列席会议的耒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熊
国华也指出， 有些基层法院已超过10年没
有新进法官，最年轻的法官都超过了40岁。

日报说：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对法治
基础薄弱的基层来说，尤其如此。集聚法律
人才，补齐基层短板，才能蹄疾步稳推进法
治湖南建设。

生病了，不忘履职

两会闻：1月31日，省人民医院。来自张
家界的省人大代表王云芳躺在病床上，通
过手机再次向大会议案组提交了3条建议。
王云芳因之前遭遇车祸， 导致不完全肠梗
阻。1月26日她再次复发入院， 无法到现场
参与审议、讨论。但住院期间，她仍然坚持
修改撰写建议，每天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体
了解两会情况，共提交了9条建议。

日报说： 两会， 是代表履职的最好平
台。 王云芳代表用行动践行 “轻伤不下火
线”，点个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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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立，非必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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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
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从今天起分批公布
实施。这是省委、省政府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
全会精神，“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
权力设租寻租空间”的实际举措。

公布 “三清单一目录 ”，必须强化执行 、令
行禁止。“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此次省政
府“三清单一目录”，将3700多项行政权力、600
多项主要职责、90多项外资禁止和限制投资类
项目，规定得清清楚楚，界定得明明白白，意味
着省级政府行政权力的边界更清晰，运行程序
更透明，部门责任范围更明确，为实现“法无授
权不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 ”提供了对号入座
的 “图表”。 这是省政府及各相关部门自我革
命、自我改革的公开书，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建设法治政府的军令状，必须抓紧推进 、严格
执行，在贯彻上做文章，在落实上下功夫，真正
让这项改革产生效益、产生红利 。要明确部门
分工，强化配合协调，完善工作协同机制，适时

开展专项督查，及时发现 、解决执行过程中的
具体困难和问题，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缓
作为 ，坚决纠正有法不依 、有令不行 、有禁不
止，真正把该放的坚决放到位 ，该管的坚决管
住管好。

实施“三清单一目录”，必须举一反三、各方
协同。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改革和
转型发展的任务很重，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题
层出不穷， 必须在遵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让
政府和市场各安其分、各尽其责 ，最大限度释
放和激发全社会创新创造创业活力。要以 “三
清单一目录”的公布实施为契机 ，加快全面深
化改革步伐 ， 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和作风建
设，协调推进财税体制、国有企业、市县政府机
构、商事制度、农业农村、投融资体制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
场、部门和层级之间的权责边界 ，进一步向社
会、市场和基层放权。要坚持上下联动，尽快摸
清、梳理各市（州）、县（市、区）政府的清单、目录
情况 ， 力争早日公布各级政府 “三清单一目

录”。同时，要广泛接受群众、社会和舆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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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促进各级各有关部门
依法履职、全面履职、规范履职。

推行“三清单一目录”，必须与时俱进、逐步
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
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我们要按照习总
书记的要求，准确把握我省不同发展阶段的新
变化、新特点，及时总结和推广基层在制定实
施“三清单一目录”工作中的好经验、在进一步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上的好做法， 适时调整、修
订“三清单一目录 ”，确保更好地服务群众 、服
务发展。

即将闭幕的省“两会”，为全省人民确定了
目标，指明了方向。省政府公布实施“三清单一
目录”，正是贯彻“两会”精神的实际行动，必将
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有力的法
治保障。

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孙敏坚 陈勇
唐婷 田甜 冒蕞）省领导陈肇雄、易炼红、
韩永文、陈君文，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
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分别来到
出席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各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两院工
作报告。

陈肇雄在参加株洲市、 益阳市代表团
审议时指出， 株洲要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的同时，更加重视环保工作，加快推进以清
水塘为重点的污染整治， 进一步完善治理
方案、突出治理重点、严格落实责任、形成
工作合力、加强舆论引导，将清水塘老工业
区改造成为两型社会的示范、 产业转型的
样板、生态科技新城的典型。益阳要抢抓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建设的机
遇，发挥好自身比较优势，推进全面深化改
革、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承接产业转
移、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城乡统筹、
强化生态保护、重视民生改善，进一步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步伐。

韩永文、 易炼红参加长沙市代表团审
议。韩永文指出，长沙要更好发挥龙头引领

作用，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将科技教
育资源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动力，
更好地推动转型创新发展； 进一步提升城
市品位，突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维护规划
执行的严肃性；立足省会首善之区，不断提
升社会文明和市民素质， 把长沙建设得更
加美好。

康为民在参加怀化市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代表们的建议、意见对改进人民法院的
工作有积极推进作用，省高院将认真梳理、
归纳、研究。代表们对人民法院工作的新要
求、新期望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将不
辜负各位代表的期望，始终坚持司法为民，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让群众在每一个司
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游劝荣在参加邵阳市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 邵阳两级检察工作者要为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作出更大贡献，不辜
负邵阳人民的关心支持。 邵阳各级人大代
表要加大对邵阳检察工作的监督力度，寓
支持于监督之中， 让检察工作更好地服务
于各项事业。

陈君文参加了株洲市代表团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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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司法为民
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省领导参加代表团审议

湖南日报 1月 31日 讯
（记者 刘文韬 ）今天，出席
省十二届人大四次会议的
省人大代表，分组审议了省
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代表们在审议中认为，
过去一年，“两院” 认真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不
断强化自身建设， 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努力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
受到公平正义， 为推动我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法治湖
南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
障和服务。

“对于两院工作来说，
公平正义是永恒的主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代
表们对“两院”工作提出了
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代表们认为，司法是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公正司法是法律的本质
要求，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
共同期待。希望“两院”下更
大力气促进司法公正，使法
律真正成为社会正义的“天
平”。

如何实现司法案件中的公平正义，确
保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代表们建议，
增强司法的透明性， 完善司法公开制度，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有的代表认为，应
当进一步完善庭审公开制度，并完善审批
信息数据库，方便当事人自案件受理之日
起， 获取立案信息和审判流程节点信息。
同时，加强裁判文书上网工作，完善文书
查询检索、信息聚合功能，方便公众便捷
查阅裁判文书。有的代表提出，应加快检
务公开配套机制建设，严格执行检务公开
追责办法。同时，完善案件流程监控、质量
评查、考核评价体系，严格落实执法过错
责任追究制度。

代表们建议， 继续加强队伍建设，切
实提高公正廉洁执法水平，强化自身监督
和法律监督，促进司法公正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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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1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上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来到大
华宾馆，看望慰问省两会新闻工作者。省人
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陪同看望。

“湖南日报两会报道浓墨重彩，形式新
颖，搞得特别好！”在湖南日报两会前方报道
组驻地，于来山对湖南日报两会报道给予高
度评价。当听说省人大会开幕30分钟内，湖
南日报客户端就已经推出报道，于来山称赞
这是新常态下党报的新探索、新气象。

今年两会报道，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集
结报纸、网络、新媒体等不同媒体形式，多
声部齐唱“两会”，发稿1000多篇，其中湖
南日报发稿200多篇。 本次湖南日报两会
报道的最大特点是媒体融合加强， 记者快
速反应， 许多两会动态新闻先触媒、 再见
报，扩大了党报的影响力。

于来山一行还慰问了湖南广播电视
台、红网、潇湘晨报等媒体的新闻工作者，
对大家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

于来山看望两会新闻工作者
视觉两会

1月28日，怀化市代表团的代表散会后就关注的话题继续进行交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月29日上午，卓和平委员激动地站起来就民族产业园的建设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会上会下 连日来，出席省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带着百姓的
心声，积极履职。会上热烈讨论，会下探讨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