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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9日讯 (记者 贺佳 奉永
成)5月28日至29日，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党
委副书记肖亚庆深入长沙、株洲等地，专题
调研部分中央驻湘企业改革发展情况。他强
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牢固树立五大发展理念，大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提升央企核心竞争
力，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省委副
书记、省长杜家毫参加调研。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丹华，省领导张
剑飞、向力力参加调研。

肖亚庆、杜家毫一行来到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068基地， 详细了解企业在航天系统工
程领域以及磁性材料、隐身材料等高新材料
领域的核心技术、 军民领域应用等情况。得
知企业正在筹建岳阳浮空器产业园基地，肖
亚庆要求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确保这一新
产品、新业态及早抢占市场。

长沙中电软件园是省政府与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共建的国
家级软件产业基地项目。目前，园区已引进
腾讯、微软、中兴通讯等企业1200余家，初步
形成了北斗导航、信息安全、移动互联网、智

能制造等主导产业。肖亚庆充分肯定园区在
构建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培育产业生态、打
造“双创”基地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勉励企业
负责人认真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加大科技
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积极探索
互联网+、智能制造等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充
分激发中小微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造活力。

中航飞机起落架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
唯一的飞机起落架专业化提供商。肖亚庆在
考察后说， 起落架作为飞机的关键核心部
件，质量上容不得半点马虎。要进一步严格
工艺、严格标志，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既
要在核心技术上事必躬亲，又要学会“抓大
放小”， 从单一产品制造商向综合方案集成
商加快转型，实现更大发展。

在中车株机研究所和中国五矿株洲硬
质合金集团有限公司，肖亚庆对两家企业近
年来依靠自主创新实现快速发展给予肯定。
他指出， 科技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
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在研发的过程
中，以宽容之心对待失败，为创新尝试者提
供有力支持和保障，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发
展。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段世铜

这是一个合成作战的经典案例。近日，怀
化市鹤城区一家酒店凌晨发生持枪抢劫案。
怀化市公安局侦查实战中心接到报案后，图
侦、刑事技术、情报等警种迅速行动，综合研
判、视频跟踪、技术导航，实行精确打击。仅一
天，犯罪嫌疑人就在贵州落网。

这是一组说服力强的对比数据。今年1至
4月， 怀化市刑事案件破案数同比上升
96.41%，破案率提升28.42个百分点，而刑事
案件报警数、 立案数同比分别下降18.37%、
14.27%。

一个案例、一组数据，显示出怀化市“三

级一体”警务机制改革的成效。

手段集中，合成作战
“改革是被逼出来的。”怀化市副市长、市

公安局局长胡长春坦言，过去，警务资源碎片
化分割、警务方式手工粗放、打防管控相互脱
节、情报信息共享困难等问题突出，导致警力
不足、警效不优、警威不高，群众满意率低。

面对群众的期待，难题如何破解？
以改革破难题，建立现代警务机制。去年

11月， 怀化市公安局在全国地市级公安机关
率先推行系统化、全方位、结构性“三级一体”
警务机制改革：在市、县、所三级一体化框架
下，按职能设中心，以警种并专业，通过警务

资源重组和共享，系统有序开放和融和，实现
全方位合成作战，全面一体化运行。

5月20日，记者走进怀化市公安局侦查实
战中心，大屏幕上“手段集中、合成作战、攻坚
克难、精准打击”几个大字赫然入目，中心内
设立了指挥协调、刑事技术、人员判研、视频
判研、综合判研等8个区域，刑侦、经侦、网技、
情报、图侦、禁毒等部门20多名民警在此集中
办公。

“中心成立后，侦破打击合成一体，最明
显的变化是办案速度快了。”中心副主任龙海
军感慨地说。

中心统领、 合成作战是怀化市“三级一
体”警务改革关键词。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曹辉 蒋睿 杨六一
朱伟）作为我省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韶山灌
区灌溉了7个县（市）区2500平方公里内100
万亩农田， 保障了沿渠城乡居民用水和10多
家大中型工矿企业的生产生活用水， 其灌溉
水利用系数达到0.5139， 排名全省灌区第一
位。在韶山灌区建成通水50周年纪念日前夕，
记者来到韶山灌区，亲身感受“红色水渠”中
蕴藏的伟大精神。

近万公里渠道、186公里长的干渠、26座
渡槽、10处隧洞……1965年7月开始， 在时任
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华国锋同志带领下，
10万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赶来， 经过10个月
艰苦卓绝的奋斗， 完成了引水坝、 总干渠、

北干渠主体工程， 韶山灌区于1966年6月2日
正式通水。

“那种奋斗精神， 真叫气壮山河！” 韶
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纪鑫回想起当年
的建设场景依然激情满怀。 他说， 那时候没
有什么机械设备， 硬是肩扛手提， 搬走了一
座座山包， 填平了一条条沟壑， 架起了一座
座渡槽， 凿通了一个个隧洞。

韶山灌区建成50年来， 几代灌区人坚守
山野， 守水护水管水， 甘于寂寞清贫， 将灌
区精神代代传承。 2013年夏天， 我省遭遇
有气象记录以来最大一次干旱。 为了保障农
田灌溉， 管理局局长袁建明带领干部职工下
到灌区一线， 顶着烈日协调矛盾、 科学调

度， 几天几夜几乎没合过眼。 最终， 在连续
50多天未下雨、 蒸发量创历史同期极端值的
恶劣天气下， 保障了灌区农田灌溉用水和晚
稻抢插， 还向长沙市岳麓区紧急输水。

灌区五十载， 精神代代传。 韶山灌区
还涌现出许多感人的先进人物。 有扎根灌
区32年， 生命最后一刻还坚守岗位的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韶山灌区洋潭电站
原站长李建文； 有10余年如一日天天上渠
巡查， 与农民亲如兄弟的渠管员田建明；
有身患胃癌， 仍坚持在抗旱一线的老职工
易建高……他们用自己的作为， 诠释了韶
灌精神的真谛。

（相关报道详见6版）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上午，第三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在长沙开
幕。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罗豪才出席开幕式。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中国行为法学会
会长江必新，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
国家文化部原副部长周和平， 省政协党组成
员王晓琴，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出席开
幕式。

罗豪才在开幕式上说， 推进供给侧改革
是党中央、 国务院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
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 是一
件关系全局、关系长远的大事。我们应该结合
自己的实际工作，认真研究领会中央精神，扎
实有效加以推进。 要把结构性问题作为主攻
方向，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激发经济增
长动力， 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到高水平供

需平衡的发展转变。要围绕“三去一降一补”
五大任务，不断完善法律制度，不断提高法律
服务供给能力水平，促进新产业、新业态依法
创新发展， 及时排除各种矛盾隐患和不稳定
风险， 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全方位的法
制保障。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大力简
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深化价格、财税、金融
等领域基础性改革，用良性法治创造、维护市
场公平竞争环境，确保市场主体的平等博弈。

此次论坛由中国行为法学会和中南大学
联合主办，论坛主题为“供给侧改革与经济法
治”，与会的地方公检法系统负责人和高校专
家学者围绕“供给侧改革的法治基础理论”、
“供给侧改革与民商经济法律制度”、“供给侧
改革要素的法治创新”、“供给侧改革的司法
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初夏湖南，生机勃发；嘉宾咸集，共商发
展。

这是一场湖南与央企、 金融机构和科研
院校深化合作、增进友谊、互利共赢、共促发
展的盛会，更是湖南“十三五”开局起步之年
的一件大喜事、一幕重头戏。

湘江之滨，我们见证精彩。
梳理一个个签约项目，“含金量十足”，涉

及基础设施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城轨交通、

石油化工、移动通讯、科研合作、金融服务等
领域。

项目之多，合作范围之广，令人振奋。
产融学合作，推动产业链、资金链、创新

链、服务链有效对接，必将为湖南的经济发展
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

（一）
这次产融学合作对接会，安排紧凑、内容

丰富， 既有现场考察调研， 又有专场对接洽
谈，通过广泛深入交流，签署了系列战略合作

协议和项目合作协议， 充分体现了务实高效
的作风和携手合作的诚意。

长沙、株洲、邵阳、岳阳、娄底等市州纷纷
举行专场对接会，坚持“靓女先嫁”，拿出最好
的项目，向众多央企、金融机构和科研院校抛
出“橄榄枝”。

来自央企的老总们袒露了布局湖南、投
资湖南的热切心声；金融机构、科研院校的行
长、 校长们则表达了与湖南加强合作的愿景
与期待。

（下转2版②）

合成作战显神威
———怀化市“三级一体”警务机制改革纪实

“红色水渠”立丰碑
韶山灌区建成通水50周年，灌溉水利用系数排名全省灌区第一位

第三届“法治中国·湘江论坛”
在长开幕

罗豪才出席开幕式

肖亚庆在调研部分中央驻湘企业时强调

加快改革创新 服务地方发展
杜家毫参加调研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清宝 舒丽莉

2015年11月6日至12月7日， 省委巡视第
六组对沅陵县进行了巡视。2016年2月25日，
省委巡视第六组向沅陵县委反馈了巡视意见。

在整改中，该县始终把巡视整改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全力确保“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强化责任担当，不遮掩、不护短，紧抓不放、一
查到底，不断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
【整改亮点】

狠拍“苍蝇” 严查“拔毛”
2016年4月18日， 沅陵县对该县查处的7

起“雁过拔毛”式腐败案件典型案件进行了通
报。 （下转2版③）

新动力 新活力
———加强产融学合作，推进湖南“十三五”发展座谈会综述 在整改中

增强百姓“获得感”
———沅陵县巡视整改纪实

■编者按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 2015年11月至2016

年1月， 省委巡视组对9个市州的40个县市区
开展了常规巡视， 并于2016年2月向这些地区
反馈了巡视意见。 2016年4月至5月， 这40个
县市区陆续向社会公开了巡视整改情况。

为进一步扩大巡视整改情况的社会知
晓面， 发挥干部群众对整改情况的监督作
用， 强化整改责任， 推动整改工作， 《湖
南日报》 从今天起开设 “晒整改 交答卷”
栏目， 重点展示怀化沅陵、 永州双牌、 岳
阳湘阴、 邵阳洞口 、 衡阳石鼓等5个被巡
视的县区推动巡视整改的情况。

5月29日， 湖南
国际会展中心，第17
届湖南国际工业装
备博览会举行。本届
展会吸引全球21个
国家和地区的知名
企业踊跃参展，万余
件各式设备亮相。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晒整改 交答卷

相关报道详见2版

治国理政
新思想新实践

导读
为弱势群体撑起法治“蓝天”
———我省如何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2版

以“景城一体化”推进新型城镇化
走新型旅游城市发展之路
———湖南打造新常态下的新优势（十三） 4版

湖南日报评论员

“与其苦熬，不如苦干；与其长痛，不如阵
痛。”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
议上，省委书记徐守盛强调，必须把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作为主攻方向，摆上重要位置，一抓
到底，务求必胜。

当前，我省如同全国一样，经济发展正处
在转方式调结构的紧要关口， 既是爬坡过坎
的攻坚期，也是大有作为的窗口期。只有横下
一条心，扎扎实实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
业结构层次才能出现一个大的跃升， 综合实
力才能出现一个大的跃升。

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场攻坚战，中
央大政方针是“三去一降一补”，我省的主要
思路也已基本明确，《湖南省关于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即将出台。杜家毫省
长形象地用五个成语概括为：“去粗取精”去
产能，“旁敲侧击” 去库存，“化险为夷” 去杠
杆，“多措并举”降成本，“扬长去短”补短板。
具体来说主要是五个方面：厚植供给优势，化
解供给过剩，降低供给成本，补强供给短板，
防控供给风险。

打好这场攻坚战，需要保持定力。旧动力
在消退，新动力形成还有一个过程，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阵痛”多源于此。顶住“阵痛”，需
要改革者横下一条心，保持“不为困难所扰，
不为近利所惑”的定力。如果在紧要关口犹豫

徘徊，在宝贵的时间窗口浅尝辄止，我们就会
丧失机遇，甚至退回到发展的老路上。

打好这场攻坚战，最忌讳主次不分，胡子
眉毛一把抓。 只有提高精准度，抓住那些“牵
一发而动全身” 的重大领域， 才能真正取得
“一招活、全盘活”的关键效果。

打好这场攻坚战， 需要每个岗位各尽其
责、每个人守土尽责。 当前，供给侧改革的口
号喊得震天响， 但各项改革实施过程中依旧
存在着缺位、空转、低效等问题。 这就需要运
用好督查这一利器， 确保各项改革举措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打好这场攻坚战 ，需要苦干实干 。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调研时所强调的 ：
“转方式调结构是苦干出来的 ，而不是硬等
出来的 ”。 徐守盛书记也强调 ，改革举措要
实要硬 ，改革落实要准要狠 。抓而不紧等于
不抓 ，抓而不狠等于白抓 。迈过了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这道关 ， 经济发展会获得新的动
能和后劲 。当此之际 ，我们唯有以行动来表
态 ，以苦干来表率 ，高扬 “攻坚 ”的执行力与
精气神 。

当前的硬仗 、恶仗不少 ：供给侧改革是
攻坚战 ，精准脱贫是攻坚战 ，防汛抗灾是硬
战……但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硬仗
恶仗也是考验全省上下意志品质 、 智慧干
劲的时候 。咬住牙 ，向前走 ，爬上这道坡 ，跨
过这道坎 ，我们的前景将一片光明 。

供给侧 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