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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建国

11月26日上午， 国务院江西丰城发电厂
“11·24”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调
查组在江西丰城市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安排
部署调查工作。国务院安委办25日召开的全国
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指出，从初步掌握
的情况看，事故与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压缩工
期、突击生产、施工组织不到位、管理混乱等有
关。

工程施工有其科学性， 是要讲规矩规律
的，一点都马虎不得。如果不讲科学，不按规矩

规律办事，就会付出“血淋淋的代价”。这一点
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拿施工工期来说，本身
就是按照科学规律，精心计算出来的。如果不
顾实际情况一味抢工期的话， 就有可能埋下
“事故的种子”。这一情形下，即便没有出现偷
工减料，也有可能因为压缩工期，出现质量问
题。现实中，有识之士把压缩工期称为“带血的
速度”，原因也正在这里。

“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及灵魂还难”。从表象
上看，压缩工期是认识问题，事实上还是利益
问题。对于施工单位来说，压缩工期一个很大
原因是压缩成本， 有的还能拿到工程进度奖；

对于建设单位来说，压缩工期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尽快投产、早出效应；对于有关政府部门来
说，压缩工期则是面子工程，为了政绩好看。解
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还是把工期装进制度的
笼子，让方方面面不敢、不能、不会压缩工期。

压缩工期是另一种偷工减料， 是对施工科
学的严重挑战，追求“慢工出细活”应该成为我
们的常态。压缩工期屡禁不止，说明其驱动力和
约束力出现严重失衡，就当前来看，针对压缩工
期的约束力还严重不够。 因此， 必须迅速叫停
“带血的速度”，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让法律法
规长上牙齿，尽快让压缩工期成为过去时。

压缩工期，就是另一种偷工减料

杨兴东

11月26日，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编撰的《2016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对外
发布，湖南省财政透明度从2015年的22.52分提
升到2016年的65.18分， 其排名从过去的27位，
一举跃升为第二名。

财政透明度是政府开放的一种阳光姿态，
财政透明度跃升，能够增强地区竞争力，为湖
南拥抱国家系列开放战略，吸收五湖四海的发
展力量，铆足内在动力，铸就发展信心。这是我
们建设更加开放湖南征途中所获得的又一张
漂亮“成绩单”。

我省财政透明度得以如此迅速跃升，在于
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重视。其中，报告中提

到三点的经验具有样本价值：“提高财政信息
公开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和队伍建设；完善制
度，健全财政财务信息公开长效机制；健全政
府信息公开绩效考核机制。” 这也表明近年来
我省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在财政透明度的
制度建设与制度作为上取得了较大突破，是盘
活制度生命力的有力实践。

在具体举措上，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其他
地方借鉴参考。首先是在打破财政监督的体制
机制障碍上敢于作为。去年10月，湖南省政府
办公厅印发《湖南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分配审
批管理办法》， 进一步规范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的分配、审批和监管。而梳理此次报告可以看
到，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恰是不少地区拖后腿的
重要元素之一， 我省通过更有刚性的措施，约

束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可以打破此类监督
的盲点难点， 发挥出财政监督的垂范作用，带
动全省的财政公开建设。

其次是强化了社会监督，阳光反腐已成财
政公开的重要制度约束。比如，最近省财政厅
对全省财政系统12起“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 这样查办问题的努力，
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自觉，督促我们重视财务公
开，以公开促监督，以监督促财政透明。任何试
图觊觎财政资金的违纪违法行为，都必然受到
制度的制裁。

财政透明度跃升，与每一个湖南人的幸福
有关。一个更加财政透明的政府，能够为百姓
看住钱袋子，把钱用好用到刀刃上，推进湖南
的各项建设，补齐发展短板。面对未来，我们尤
须懂得： 不能躺在这样的成绩上自我满足，要
看到我们的努力离人民的期待仍有距离。我们
要做的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改进方法，以永
远在路上的姿势继续前进。

悬空吓唬男童
暴露监管“悬空”

幼儿园员工将男童架在窗框上， 悬空吓
唬 、揉脸 、拍照……11月26日 ，微博上流传了
一段疑似虐童视频。相关部门初步查明，事发
于11月25日河北省衡水市深州唐丰镇大疃幼
儿园，涉事三名保育员已被行政拘留，幼儿园
停业整顿。

幼儿园保育员、 老师原本应该时时处处
呵护儿童健康和安全，确保其健康成长，可是
“幼儿园虐童事件” 却频频进入公众的视野。
这种现象暴露出相关人员职业素养和道德低
下，也暴露出相关监管的缺失。监管“悬空”让
不合格的人员进入了不能胜任的岗位， 做出
了令人气愤的行为， 必须严肃追责， 严格处
理，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画/朱慧卿 文/刘剑飞

省知识产权局党组书记、 局长 肖祥清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大力实施创新
引领、 开放崛起新战略， 描绘了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宏伟愿景。 知识产权制
度作为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 促进国际经
贸往来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通行规则， 在实
施这一战略、 实现这一愿景的新征程中，
支撑作用将更加凸显。 因此， 要进一步提
升知识产权创造、 运用和保护水平， 不断
增强知识产权综合能力， 加快建设知识产
权强省。

围绕创新引领战略实施， 重点提升知
识产权创造和运用水平。 当今世界， 创新
型国家普遍都是知识产权制度完善、 世界
发明专利占比较高的国家， 全球高端产业
也普遍都是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 跨国公
司间的竞争其实质是以知识产权为主的知
识资源的竞争。 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
用水平 ， 是实施创新引领战略的必然要
求。 提升知识产权的创造水平， 就要促进

创新成果产权化。 要进一步做好区域、 产
业、 科技、 贸易、 人才等各方面政策与知识
产权政策的衔接， 完善知识产权激励机制，
发挥专利信息对提高创新效率的作用， 不断
提升知识产权创造的数量和质量。 提升知识
产权的运用水平， 就要促进知识产权产业
化。 要围绕省党代会确定的重点产业和新兴
产业， 强化产业知识产权布局， 实施专利导
航产业发展工程， 促进专利转化为现实生产
力， 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围绕开放崛起战略实施， 重点提升知
识产权的保护水平。 提升知识产权的保护
水平， 不仅有利于激发创新的活力， 也有
利于优化开放的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 特
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境外投资额
随着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不断加大而增
加， 充分说明了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开放
发展的支撑作用 。 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 ， 就要实行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
要把知识产权作为人才引进 、 技术交流 、
资本投放、 产能合作的纽带， 把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作为优化经济发展和市场环境的
重要手段； 要严厉打击侵权、 假冒等违法
行为 ， 建设一批知识产权保护示范市州 、
园区、 企业， 尤其要加强园区的知识产权
保护 ， 把园区打造成知识产权保护高地 ，
形成招商引资、 产业发展、 人才集聚的洼
地； 要开展知识产权预警分析， 加大海外
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力度 ， 提升 “走出去 ”
的质量和效益。

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作为产权化的科
技成果， 是培育新兴产业、 打造高端产业
的关键， 是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基础。 知
识产权制度作为优化开放发展环境的重要
制度， 是促进我省更高水平 “引进来” 和
“走出去”、 积极参与国家 “一带一路” 建
设和国际竞争的关键一环， 切实改进完善
这一制度， 必将为湖南实施创新引领、 开
放崛起战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财政透明度跃升让湖南更阳光

新闻漫画

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提供有力支撑

新声

� � � �肖祥清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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