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短评

坚守源于热爱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周丹 胡晖 李丹

26年里， 他审结案子1912件， 参与办案
2000多件，没有一件错案；

26年里，他穿过的最好衣服是法院配发的
制服；

26年里， 他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生
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愿望竟然是希望在遗体上
覆盖一面鲜红的党旗。

他， 就是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判员、优
秀共产党员张虎，一位用生命践行“忠诚、为民、
公正、廉洁”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的基层法官。

正在写文书的他，倒在办公桌旁
2015年5月21日， 正在办公室写裁判文书

的张虎突然栽倒在办公桌旁。 同事们将他扶
起，他稍稍缓过神又拿起笔想继续写，但手不
听使唤无法握笔，舌头打结……同事意识到问
题严重，紧急将他送到医院。

谁也没想到，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办
公室。

张虎被确诊为恶性脑瘤。病情迅速发展。 7
月15日，张虎去世，年仅45岁。

“不管公事还是私事，张虎从不向组织提
要求。 他心中总是装着别人，唯独没有自己。 ”
说起张虎，雨花区人民法院院长王均全非常动
容。 (下转3版③)

用生命践行忠诚
———追记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法官张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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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周勇军 尹
超 李寒露 通讯员 葛辉文）从盛夏到初秋，常
德市城区酒店、餐馆大多爆满，大小米粉店营
业时间从12小时调整到24小时， 全天服务不
打烊。 据统计，仅7月份，该市旅游接待人数就
达268.96万人次，同比增加近70万人次。 酒店
入住率整体提高30%，周末入住率达到100%。

这种“幸福的烦恼”，与华侨城在柳叶湖
营运的欢乐水世界密切相关。欢乐水世界开
业仅两个月，共售出门票40多万张，创常德
市旅游景区单体接待人数历史新高。欢乐水
世界像一个强大的磁场， 给常德引来了人
流、物流、资金流。 这是常德抓好大项目、促
进经济社会大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两年来，常德市强力推进“新常德新
创业”， 加快泛湘西北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
建设，紧紧抓住一批重大项目不放手，先后
有7个“中国第一”项目落户常德。 它们是中
国第一文化主题公园华侨城、中国第一商业
地产万达广场、中国第一现代化烟厂芙蓉王
现代新城、中国第一光伏产业薄膜太阳能汉
能、中国第一智慧城市云计算浪潮、中国第
一火电超低排放示范工程常德电厂、中国第
一工业铝型材研发制造商忠旺铝材。在大项
目带动下，今年上半年，常德重点项目建设
完成投资492亿元，同比增加118亿元。

今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常德市围绕
园区攻坚、民生升温、城市提质三大战役展开
总攻，推进4大类40个重点项目建设。这些项目
包括黔张常铁路建设、桃花源机场等10大基础
设施项目，华电常德电厂、常德卷烟厂易地技
改等10大产业项目，万达广场、穿紫河风光带、
柳叶湖环湖景观大道等10大城建项目， 桃花
源、壶瓶山、城头山等10大战略性产业项目。围
绕重点项目，推出了“服务基层月”等10大举
措。所有市级领导、各区（县、市）以及市直各部
门主要负责人深入项目工地，现场办公，排忧

解难；“1115”工程企业特派员收集整理相关意
见、建议，由市政府统一协调解决。

为加大项目引进力度，常德市还举办了
第二届德商恳谈会、“港洽周”常德投资推介
会等招商活动。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多次
带队上门对接央企，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今
年上半年， 引进内外资总计317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14.1%；经济发展稳中有升，全
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112亿元、规模工业增
加值470亿元、 固定资产投资625.7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8.4%、6.2%、20.1%。

坚定信心 奋力前行④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记者 王思北）
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国家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法草案明确， 国家勋章和国家
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
定， 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授予
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颁发证书。

“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制度是宪法规定
的国家重要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
委员会主任李适时向大会作说明时表示，制定
一部关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专门法
律， 对于建立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制度，
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草案明确，国家设立共和国勋章，授予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保卫国家和国防建
设中建立卓越功勋的杰出人士。 设立国家荣
誉称号，授予在经济、社会、国防、外交、教育、
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领域各行业作出
重大贡献的杰出人士。

李适时说，把国家勋章的名称定为“共和
国勋章”，是由于“共和国”一词寄托着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有利于增强全中国人民
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能涵盖为国家建
立卓越功勋的各类杰出人士。

“国家在国庆日等重大节日、纪念日，举
行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必
要时， 也可以在其他时间举行授予国家勋章
和国家荣誉称号的仪式。 ”草案提出，国家设
立国家功勋簿， 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
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此外，还将通过多种
形式， 宣传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的卓越功绩和先进事迹。

与此同时， 草案规定， 对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建设和促进中外交流与合作、 维护世
界和平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 可以授予
国家勋章。

“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是对作
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士授予的国家最高荣
誉。 ”李适时表示，给外国人授勋，是国家对外
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 也是国家巩固和发展
与有关国家和人民传统友谊和友好关系的重
要媒介之一。

湖南日报评论员

“要把 ‘三严三实’ 要求贯彻改革全
过程，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大力弘扬实事求是、 求真务实精神， 理解
改革要实， 谋划改革要实， 落实改革也要
实， 既当改革的促进派， 又当改革的实干
家”。 不久前， 在中央深改组第十四次会议
上， 习近平总书记这样旗帜鲜明地强调。

路不行不到， 事不为不成。 纵观湖南
改革实践， 从财税体制、 商事制度、 国企
国资改革， 到户籍制度、 科技体制、 创新
创业突破， 无不通过 “改革实干家” 的思
想解放、 举措推行， 而后全面开花。

随着时间推进， 越往后， 改革的任务
更重、 节奏更快、 要求更高， 如何做到更
实， 体现更实？ 省委书记徐守盛在省委全
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指出：

一看改革方案质量， 二看改革实施成效。
方案是行动的先导。 当下， 一些改革

方案接地气不够、 具体举措创新不够。 针
对性和操作性也不够。 如何提高方案质量？
坚持问题导向、 严格程序、 严格把关才能
开实药方， 提实举措。

改革成功与否， 最终要看成效， 这也
是检验改革方案质量的最终体现。 改革愈
深， 愈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从中央到地方，
改革方案已由原来的 “单点菜” “单项式”
变成了 “套餐制” “组合拳”。 只有强化改
革协同 、 强化主体责任 、 强化督促落实 ，
才能扎实有力推进改革工作。

唯有 “实” 风最动人。 老百姓从来都

喜爱 “实干家”， 不欢迎 “清谈客”。 清谈
客所以被厌恶 ， 是因其常以评判者自居 ，
一副不敢干、 不愿干、 不会干的看客姿态；
实干家所以被喜爱， 是因为实干者有敬事
为民的崇高追求、 有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
有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 ， 心无旁骛地干 ，
锲而不舍地干。

“改革关键之年 ， 关键的关键在干
部 ， 重点的重点在实效 ， 标准的标准在
发展 ”。 做改革的实干家 ， 让各项改革在
实践中落地生根 ， 让各种难题在实践中
迎刃而解 ， 就能真正以实实在在的改革
成效 ， 保障 “中国梦 ” 精神湖南篇章的
顺利推进。

以大项目促进大发展

常德争得“七个中国第一”

勇军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 常德市扭住重
大项目不放手， 从而扭住了经济工作的
牛鼻子，有力推动经济发展稳中有升。

项目建设是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和
重要支撑。 项目不可能唾手而得，它比的
是斗志， 凭的是干事谋事的责任感和事
业心。 扭住项目不放松，要有奋勇争先、
勇于超越的精神。

抓项目，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

要突出重点。 常德市今年明确4大类40个
大项目， 围绕这些项目精准发力重点突
破，从而取得可喜成效。抓项目，也不能停
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工作中。 项目要
落实，靠的是良好的发展环境、强有力的
工作举措。 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改进工作
方法，强化推进措施，创新保障机制，形成
重视项目、抓好项目、干成项目的良好局
面。

在项目建设上有所作为，在经济发展
上就能溯流而上，实现预期目标。

■短评
扭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拟确立共和国勋章
为国家最高荣誉

由国家主席授予 可授予外国人

做改革的实干家

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12版、13版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陈勇）今天，
为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70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
国务院发出通知，公布第二批100处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湖南此次有3处入选，
累计有9处。

据悉，湖南此次入选的3处包括位于长沙市
岳麓区橘子洲街道岳王亭路的国民革命军陆军
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 位于岳阳市岳
阳县大云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大云山三战三捷摩
崖石刻， 以及位于怀化市溆浦县龙潭镇肇山村

弓形山抗日战争湘西会战阵亡将士陵园。
2014年8月， 国务院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级

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我省有6处入选，分别
是常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公墓， 位于常德市武
陵区青年路； 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和纪念
馆，位于益阳市南县厂窖镇；衡阳抗战纪念城，
位于衡阳市雁峰区岳屏公园；南岳忠烈祠，位于
衡阳市南岳区衡山香炉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 位于怀化市芷江
侗族自治县芷江镇七里桥村；飞虎队纪念馆，位
于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机场东。

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公布
湖南3处入选

导
读

湖南日报8月24日讯（记者 杨柳青）全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推进会今天在岳阳
市召开。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强调，要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走出一
条符合农村实际的新农村建设路子。 副省长戴
道晋出席。

去年， 我省共完成人居环境整治行政村
4215个，创建美丽乡村274个，其中70个被授牌
为省级美丽乡村示范点。

孙金龙充分肯定了去年来全省新农村建
设取得的成绩，对进一步推进我省新农村建设
提出要求。 他说，要坚持城乡统筹，推动新型城
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 要突出规划引
领，不断提高乡村建设和发展水平。 要坚持以
点带面，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推动我

省农村面貌持续改观。 要坚持市场导向，发挥
农民主体作用，实事求是发展产业，不断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为新农村建设
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撑。 要加强调研，摸清底
数，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靶向治疗，贫困
村要以脱贫为首要任务，有条件的村要加快美
丽乡村建设步伐。 要大力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突出污水治理，把改水改厕作为改善农村
环境卫生的首要任务来抓。 要按照绿量第一、
尽快成荫成林的原则，抓好农村绿化建设。 要
注意保留乡村风貌，保护好地形地貌、河流水
系的自然形态,�体现乡村味道。 要完善乡村治
理机制，创新农村社会管理。 要强化责任落实，
加大投入力度，充分发动群众，加强督查考核，
推动新农村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下转3版②)

孙金龙在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8月24日上午，长沙市岳麓山抗战文化
园建设工地， 文管所工作人员在为抗日英
烈名录碑制作拓片。 该抗战文化园主要以
岳麓山赫石坡第73军阵亡将士公墓、 陆军
第73军第77师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岳王
亭、忠烈祠、战壕及工事群为主体，反映“长
沙会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 目前文化园主
体部分已经完工， 预计9月3日可全面完工
并对外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田超 摄

巍巍王船山
魂传四百年 5版

■气壮山河·湖南抗战故事

“翻边战术”建奇功 10版

据新华社北京8月2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24日审议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草案。
草案规定，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对2015年1月1日
前正在服刑、 释放后不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
的四类罪犯实行特赦。

受委员长会议委托，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介绍了草案拟予以
特赦的四类罪犯： 一是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 对这类
罪犯予以特赦， 目的在于突出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
主题，体现本次特赦的历史意义。 二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
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 但几种
严重犯罪的罪犯除外。 符合上述条件的服刑
罪犯曾经为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和领土完整
作出过贡献，符合本次特赦目的。 草案规定对
上述罪犯中犯贪污受贿犯罪， 危害人民安全
的严重暴力性犯罪，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及涉
恐、涉黑等有组织犯罪的主犯，以及累犯不予
特赦。 三是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
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 对这类人员予以
特赦，既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国际上
通行的人道主义赦免原则。 (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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