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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贵阳7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司法
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司法体制改革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
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意义重大。全国政法机关要按照党中央要
求，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
线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
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
但没有做成的改革， 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
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强调，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
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审判为
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开展综合配套改
革试点，提升改革整体效能。要统筹推进公
安改革、国家安全机关改革、司法行政改革，
提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能力。各级党委要
加强领导，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为推进司法
体制改革提供有力保障。

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7月10日在
贵州贵阳召开。 荩荩（下转5版①）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胡富君） 汽笛声声！10日13时46分，5艘集
装箱货轮有序通过湘江长沙综合枢纽2号船
闸。 此前受洪水影响实施禁航的湘江长沙综
合枢纽， 从今天9时起率先恢复了2号船闸上
行通航。预计最快可于11日抢通1号船闸。

受历史罕见特大洪水影响， 湘江长沙段
于6月30日起全面禁航，截至9日，有400余艘
船舶在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上下游停泊待航。

为尽快恢复湘江长沙综合枢纽通航，枢
纽工作人员连日来昼夜抢修受损电机、 检修
线路、更换设备，于10日率先恢复2号船闸的
通航。

据湘江长沙综合枢纽海事处处长李丽君
介绍，今日9时恢复2号船闸通航后，海事部门
开展紧急调度， 优先安排危险品货船过闸以
确保安全； 荩荩（下转5版④）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 （记者 周勇军 肖
洋桂 通讯员 邱卉 王伟杰）日前，在常德市
政务中心工商窗口， 湖南康迈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一位负责人高兴地告诉记者， 没想到
现在企业办证这么方便， 只要向工商部门一
个窗口提出申请，7到10天就可以办理好20
个备案事项。

常德市工商局负责人陈爱喜介绍， 康迈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有望在6月28日拿到全
省首张“二十证合一”营业执照。这标志着常
德市“多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全面推行，比
全国将在10月1日全面实行“多证合一、一照
一码”登记制度改革提前了3个多月。

今年3月，常德市按照商事制度改革“放

管服”要求，正式启动“多证合一”改革工作。
并扩大整合范围，实现更广范围、更大程度、
更深层次上的“多证合一”，让“放”的力度更
大，“管”的措施更严，“服”的质量更优。在原
整合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企业组织机构
代码、社会保险登记证和统计登记证“五证合
一”基础上，该市全面梳理、分类处理各类涉
企备案登记事项，决定再把市发改委、市房管
局等8个部门15个备案事项， 整合到营业执
照办理过程中。同时，采取“一窗受理、一套材
料、一网通办”的操作流程，构建“互联网+政
务服务”的管理方式，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
路、企业少跑腿”。

陈爱喜告诉记者，这项改革将让企业从筹

备开办到进入市场的时间大幅缩短， 企业根据
实际所需，可在20个备案事项中一码通用，不用
多次办理。而20个证照事项办理的时间由此前
最多90个工作日缩短至7至10个工作日， 一般
经营事项登记缩短至2个工作日，有的可当场办
结。企业登记只需到工商综合窗口，提供一套申
请材料， 其他工作由工商与相关部门通过信息
平台协同办理，申报材料减少70%以上。

据统计， 今年常德市登记注册的市场主
体大幅增加， 至5月底， 全市市场主体达到
22.75万户，其中今年新登记注册16496户、同
比增加36.56%。目前，该市在积极探索个体
工商户“多证整合”改革，确保改革红利惠及
广大市场主体。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杨诚 陈健林

100%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注册成为“中国
社会扶贫网”用户，居全国第一。

爱心人士对接贫困需求成功率高达
72%，居全国第一。

在脱贫攻坚战中，江永县委、县政府抓住
“中国社会扶贫网”上线试点的机遇，大力实
施“互联网+社会扶贫”，让爱在阳光下“链
接”，成功吸引了海内外大批爱心人士、社会
资本聚焦扶贫， 架起了扶贫对象和社会爱心
人士之间沟通的桥梁， 探索出一条全社会参
与扶贫的“江永模式”。

贫困户信息全部上了网
“大爷， 我的6个鱼篓编好了吗？”7月6

日，社会扶贫网和兴村信息员葛小梅一走进
贫困户雷水安家， 就向他“催债”。“做不赢
呢。”67岁的雷水安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鱼篓能卖钱？”身体有些残疾的雷水安，
以前编的鱼篓都是免费送人。当葛小梅要帮
他在网上卖竹制品时，他有些不相信。没想
到，当天葛小梅就帮他在网上卖出了好几个。

“雷大叔的鱼篓和竹篮不仅质量好，而且
美观，在网上俏得很。”43岁的村民葛小梅今
年初当上社会扶贫网信息员后，帮助建档立
卡的贫困户在网上注册，采集、发布他们的各

种需求信息。今年5月，她把村里10多名残疾
老人手工艺品的信息挂到网上， 省内外的爱
心人士纷纷致电帮助并下单购买，使这些“民
间手艺人”忙得不亦乐乎。

江永县创新工作方法，在62个贫困村建
起社会扶贫网村级服务站， 并选拔了一批信
息员专门驻村。有了信息员的帮助，建档立卡
贫困户的帮扶信息99%以上上了网，70%以
上的帮扶需求得到了满足。

民企出力产业扶贫“齐步走”
“每斤沃柑多加5毛钱，你损失的也就是

几条烟钱， 而这名贫困户拿这些钱可以多种
几亩，明年收入就能翻倍了。” 荩荩（下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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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
上午，2017年暑期大学生“情牵脱贫攻坚”
主题实践活动举行启动仪式。省委副书记乌兰
要求，要通过实践活动全面检验各地脱贫攻
坚突出问题集中整改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
我省脱贫攻坚质量和水平，引导广大学生深
入农村基层接受脱贫攻坚教育，在社会实践
大课堂中成长成才。副省长杨光荣出席。

乌兰指出，全省广大高校学生是一支

充满激情、活力、希望的脱贫攻坚“生力
军”， 希望大家在了解省情中充分认识活
动的重要意义，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实际行动
为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造福。要深入贫困
村，进一步摸清贫困户情况，完善精准扶
贫档案，把政策吃透、问题找准，在脱贫攻
坚中精准发力。

荩荩（下转5版②）

暑期大学生“情牵脱贫攻坚”
主题实践活动启动

乌兰出席并讲话

7月10日，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几艘货船有
序通过2号船闸。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7月10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
例》执法检查组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标志
着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执法检查正式启动。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韩永文
出席会议并讲话， 副主任陈君文主持会议，
副主任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此项执法检查是今年省人大常委会监
督工作的一项重点，旨在督促省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切实增强施行条例的自觉性和主动
性，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扶贫开发工
作规范化、制度化，着力解决当前脱贫攻坚
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确保我省如期实现
脱贫攻坚目标。 荩荩（下转5版③）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
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执法检查

领航人民军队，
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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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将对湖南省脱贫攻坚工作开展巡查。群众监督举报电话：
12317；时间为2017年7月11日至14日，每天上午8∶00至12∶00，下午2∶00至6∶00。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赴湘巡查组
2017年7月10日

公 告

湖南日报、新湖南、华声慈善网共同携手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伏
羲儿女圆梦计划”公益办公室，推出的“湖南洪涝灾害援助”网络募捐项目7月7日
正式上线， 为湖南地区遭受洪涝灾害的少年儿童发起募捐。 爱心人士可点击：
www.acishan.com/h5/f/index_snetjjh.html进行捐赠， 或扫描右侧的二维
码进行爱心捐赠，选择支付宝和微信支付均可。

湖南日报等为遭受洪涝灾害的
少年儿童发起募捐

晨风

（一）7月10日， 又一场暴雨洗礼后的长
沙，风和日丽，江流平静。只有湘江长沙站墙
上那猩红的“39.51米”数字，静静地提醒着人
们， 一周多前经历了怎样一场千钧一发而又
拼死相搏的保卫战。

这一数字 ， 记录着洪水肆虐的强度 、烈
度 。11天时间 ，860亿立方米的雨水向三湘大
地倾泻而下。“活了这么大， 还是头一回见到
这么大的雨”，成了丁酉年夏天留给人们最深
的记忆。

特大洪水， 让湖南人民付出巨大代价和
重大牺牲：全省14个市州、118个县市区1621个
乡镇受灾，受灾人口1223.84万，倒塌房屋5.3万
间，直接经济损失超380亿元 ，道路 、电力 、通
信等大批基础设施受损；83人遇难或失踪。还
有周文君、李粤玲、吴海、张灿辉、周述生等抗
洪英雄，也牺牲在这场战斗中。

生命至高无上，每一个生命的消逝，都令
人扼腕痛惜。7月7日，在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提议下， 参加当天省委常委
会的领导全体起立， 为所有在这次洪灾中遇
难的同胞默哀。

洪水滔滔、江河横溢。但全体湖南人民风
雨同舟、守望相助，最终赢得了这场抗击历史

罕见特大洪水的阶段性胜利。
这场胜利，属于英雄的湖南人民！
（二）与暴雨高洪较量 ，注定是一场艰难

的阵地战、阻击战。湖南人民排除万难 ，用勇
气与智慧创下了一个个奇迹， 为这场高烈度
的抗洪抢险之战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这场全域性的遭遇战中， 长沙城的安
危，无疑是重中之重。

“爷们，现在出发！保卫家园，保卫长沙。”7
月2日，超历史水位的湘江洪峰排空而来，被喻
为“最大航母”的橘子洲也遭洪水“穿洲”。一场
不期而遇的城市保卫战被推到了长沙人面前。

这一夜， 长沙彻夜未眠：78公里长的湘江
长沙段沿岸灯火通明，抢险现场，有抢筑子堤
的党员干部、 部队官兵， 有自发加入的志愿
者，还有端茶送水的热心市民。时间在近乎凝
固的气氛中熬过， 胜利的天平也在一点点向
长沙人民倾斜。

子夜时分，在蹿到39.51米的峰值后，狰狞
的洪水终于掉头向下， 顺着人们的意志入江

达海。第二天，远处雨后放晴的天空 ，一道绚
丽的彩虹， 与橘子洲头高耸的青年毛泽东雕
像相映生辉。

几乎在长沙保卫战打响的同时， 近百公
里开外的益阳资江大堤羊角段突发重大险
情：管涌凶猛，水柱冲天。倘若大堤不保，将直
接威胁包括人民垸、 烂泥湖垸在内数十万群
众的安全。危急关头，谢冬明等一批“老水利”
临危不惧，沉着应对，科学处险 ，经数千群众
和武警官兵10多个小时拼搏，终于化险为夷。
湖南人民创下抗洪史上少有的奇迹。

奇迹还不止于此 ：6月29日至7月2日 ，怀
化市在强降雨和沅江流域性泄洪中， 共安全
转移群众29.34万人而无一伤亡。7月2日，资水
流域的新化县城洪水猛涨 ，10余万群众快速
撤离，3000多名防汛队员全员上堤。短短几小
时，大堤加高了1米多。次日凌晨，东方既白 ，
新化县城安稳如山。

奇迹并非神迹。没有运筹帷幄又舍生忘死，
拼到极限而决不放弃，就不会有这样的奇迹。

（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字典里，领导干部
“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普通一员”。危急关头，
主政者们和万千群众一起， 融合成了上下同
欲的命运共同体。

人们不会忘记 ， 在全省汛情最紧张的4
天时间里 ，杜家毫在省防指和长沙 、岳阳等
抗洪前线之间来回奔波 ， 经常凌晨2时 、3时
打电话到省防指 ， 甚至通宵达旦分析汛情 、
会商决策。人们也将记住 ，省长许达哲3天跑
遍了全省16处抗洪抢险现场 ，益阳资江大堤
出现险情的那天晚上 ， 他一直守候在省防
指， 直到凌晨3点多等来益阳方面 “险情好
转”的回复后，才起身回去休息。

洪水无情，但总有一种情怀温暖人心：那张
衣背粘着泥浆的照片， 那则深夜坐摩的赶赴抢
险现场的报道， 和国家防总相关领导调转车头
送孕妇的新闻，在各种微信朋友圈被刷屏。

作为主政者和决策者，他们的战场，既在
前线，更在后方；他们的责任，既要督战，更要
科学决策，指挥全局。

生命大于天，责任重于山。正是遵循这样
的理念， 全省共安全转移群众145万多人，有
效减轻了特大洪水造成的人员伤亡。

科学调度，精准发力 ，沉着应战 。正是在
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精准调度下，湘资沅三
大干流上下游配合，河湖相互协同，从湘南到
湘北，从湘东到湘西，全省一盘棋、一条心。

回望这场抗洪斗争， 尽管我们遭受了巨
大损失，但在各方努力下，从宏观上仍然争取
到了最好的结果。

（四）“三军用命、气势如虹”。这份胜利属
于全省党政军民300多万人，是他们筑起了洪
水冲不垮的“钢铁长城”。

7月1日，是全省防汛救灾形势最危急、气
氛最紧张的一天。也就是在这一天，无数党员
在抗洪抢险现场度过了党的生日。

或许，没有比这更好的形式，更能体现党
员的先进性。“干部舍得死， 群众霸得蛮”，看
到家乡的抗洪报道后， 一名在外的湘乡籍网
友在自己的留言后一连用了五个“！”。透过大
灾大难留下的镜像， 可以触摸到生动真实的
党群、干群关系。

作为群众的 “主心骨 ”，党员干部关键时
刻站得出、冲得上、守得住；他们舍小家、顾大
家，用实际行动彰显了共产党人的本色！

荩荩（下转7版）

胜利属于英雄的湖南人民
———写在我省抗击历史罕见特大洪水取得阶段性胜利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