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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良好的法治环境既是改革发展的绿
水青山，也是富国惠民的金山银山；既是
规范公权的规矩方圆，也是社会和谐的砥
柱磐石。 当前，益阳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攻
坚期、科学跨越的关键期以及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全面加快依法治市进
程，是益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法治
保障。 近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益阳市委
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讲述了推动
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全面依法治国
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瞿
海表示， 益阳坚持领导干部带头， 认真
贯彻中央、 省委关于党政主要负责人履
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要求，
突出抓好领导干部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 为此， 益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任
前考法制度， 市政府坚持议事先学法，
行政首长主动出庭应诉制度， 全市领导
干部主动维护法律威严， 法治信仰蔚然
成风。

以良法促善治， 为绿色益阳建设保
驾护航。 瞿海表示， 围绕城乡建设管理

和环境保护， 市人大常委会出台了第一
部地方性法规———《益阳市城市规划区山
体水体保护条例》， 明确山体水体保护工
作的整体定位， 同时， 益阳市政府出台
了 《益阳市城市规划区山体水体保护管
理办法》， 修改完善了 《益阳市城市规划
区山体水体保护规划》， 每一个保护点的
法定图则同步公开， 为生态益阳的发展
注入了法治力量。

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
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 对
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 瞿海表
示， 2016年底， 益阳出台了 《益阳市贯
彻 落 实 〈法 治 政 府 建 设 实 施 纲 要
（2015-2020年）〉 的实施方案》， 从42个
方面提出了108条任务措施和分工安排，
为加快推进法治益阳建设提供了精准清
晰的“施工图” 和“时间表”。 健全依法
决策机制， 严格对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重
大行政决策进行合法性审查， 对重大招
商引资项目合同文本进行合法性论证，
对关乎民生福祉的重大行政决策举行听
证， 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面向社会公
开选聘5名律师担任政府法律顾问， 建立
由市政府法制办为主体、 律师和专家参

与的法律顾问团队， 积极推行政府法律
顾问制度， 对政府重大决策进行专家评
估。 全面推进简政放权， 全市打出“取消
（暂停） +下放+合并” 的简政放权“组合
拳”， 全力推进绿色审批通道和“一站式”
服务中心， 市本级仅保留86项行政许可
审批项目， 成为全省行政审批事项最少
的市州， 激活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干事
创业的动力。 严格依法依规用权， 向社会
公布了政府工作部门责任清单和权力清
单， 确保真正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
“法定权责必须为”， 实行严格的执法督察
和社会监督， 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
将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瞿海指出， 近年来， 益阳市坚持公正
司法， 守护公平正义， 深入推进阳光司
法， 依法依规对重点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深入推进“法律服务基层行” 活动， 全面
落实“一村 （社区） 一法律顾问”。 扎实
推进市县两级法院诉前调解中心建设，
完善律师作为第三方参与信访化解工作
机制， 通过免费提供法律咨询、 心理疏
导、 代理案件等方式， 协助法院化解信访
问题， 依法维护涉访涉诉群众的合法权
益， 增强了百姓法治获得感。

�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陈尽美 龚颖） 创业担保贷款是推
进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重要抓手。 记者昨
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我省3年来发放创
业担保贷款73.47亿元，直接扶持近7.38万
人创业。 截至7月底，今年我省已发放创业
担保贷款16.57亿元，直接扶持1.35万人创
业，扶持效果明显。

据了解， 个人创业贷款10万元， 政
府贴息一年约7000多元， 可以带动3.7人
就业。 据省就业服务局局长周光明介绍，

为了进一步促进创新创业带动就业， 加强
创业担保贷款管理， 最近我省出台的 《湖
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 在支持创
业就业方面有了更多亮点。

扩大了政策覆盖范围。 享受人员从之
前的5类人员扩大到9类人员，既覆盖了高
校毕业生、 返乡创业农民工这些创新创业
的主力军， 又囊括了化解过剩产能企业职
工和失业人员、网络商户、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这些新形势下就业工作重点群体， 还将
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复员转

业退役军人、 刑满释放人员这些就业援助
对象纳入扶持范围。

放宽了贷款额度与期限。 个人创业贷
款额度由之前的5万元调整到10万元，贷
款期限也从2年延长至3年。

优化了经办流程。有条件的地区，申请
人可直接到创业地所在区县级及以上担保
机构提出申请，简化了流程，提高了效率。

实现了信息化管理。 全省使用统一的
信息系统经办创业担保贷款业务， 实现精
准管理。

我省3年来发放创业担保贷款近74亿元
直接扶持近7.38万人创业

市州委书记谈法治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主办

为益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访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瞿海

花卉扶贫
9月18日， 桂东县普乐镇太阳园艺花卉公司扶贫基地， 村民在温室大棚培管红掌。 今年来， 该镇采取“优质企业+村委会+新

型合作社带动贫困户” 的模式， 对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股份帮扶和就业帮扶， 组织100户贫困户用每户5万元的小额信贷资金入
股， 发展产业帮助他们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仁湘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戴鹏）近日，株
洲市公共交通项目建设领导小组指挥部发布
消息称，全球首条智能轨道快运系统（简称智
轨）示范线，已在该市神农大道开工建设，全长
约3公里，今年10月底将建成投入使用。

今年6月初， 由中车株洲所自主研发的全
球首列智能轨道快运列车面世。 该车辆融合现
代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的优势，采用双动力驱
动，以传感器识别路面虚拟轨道，通过车辆中
央控制单元的指令实时调整列车牵引、 制动、
转向等状态，保证所有车轮精准地行驶在同一
轨迹上，实现列车智能运行。 每列智能轨道快
运列车三节编组，总长31.64米，设计时速70公

里，实际运营时速可达40公里。
据悉，正在建设中的全球首条智轨示范线

布局在神农大道中央绿化带两侧，用物理方式
与社会车道隔离。 车站设在道路中央，上行线
和下行线共用车站。 该线路总长约3公里，共建
设车站4座。 目前，智轨车站设计已完成，其造
型简洁、明快、通透，功能区划与城市快速公交
系统车站颇为类似，站台长约49米，其中售检
票区14米。

此外，智轨车辆实行优先通行原则。 道路施
工中，十字路口信号灯也将被升级改造，以实现
智轨车辆接近路口时， 交通信号系统可调整各
方向红绿灯时间配比，优先让智轨车辆通过。

全球首条智轨示范线在株洲开建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曾明辉)今天上午，《永远的星辰———沈春农、欧
阳洛烈士纪念文集》 出版座谈会在湘潭举行。
沈春农外孙、欧阳洛之子、中宣部原秘书长沈
一之，省政协原副主席范多富等出席座谈会。

沈春农是湘乡人，1925年9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 是毛泽东早期在韶山发展的党员之一，
是湘乡农民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928年3月28
日清晨英勇就义，年仅39岁。 欧阳洛是沈春农
大女婿， 江西永新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是永新县党组织创始人、县委第一任书记，

是贺子珍的革命领路人。 1930年4月18日，年仅
30岁的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欧阳洛英勇就义。

该书今年9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
版，书中真实记录了两位烈士及其家庭鲜为人
知、光辉闪耀的故事，讲述了共产党员为信仰
奉献宝贵生命的感人事迹，展现出老一辈革命
家对国家对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

“作为先烈的后人，我从少年时期起就一
直被先烈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不畏艰险、不怕
牺牲的革命精神所感动、所激励、所引导，指引
我十几岁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沈一之说。

《永远的星辰———沈春农、 欧阳洛烈士纪念
文集》出版座谈会召开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贺鹏）9月20日， 全省关工委五老网上关心
下一代工作专题培训班在长沙开班。 省关工委
主任杨泰波、副主任高锦屏出席开班仪式。

这次培训班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有关网络
的基本知识和网上开展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典
型做法与经验，为深入谋划和推动网上关工委
建设打好基础。

杨泰波在开班仪式讲话中指出， 我省开
展网上关心下一代工作还处于起始阶段， 距

离实施“互联网+关工”、 建立网上关工委的
规范化要求， 还有不小的差距。 他要求全省
各级关工委要充分认识开展网上关心下一代
工作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切实增强做好网上关
心下一代工作的信心。 他希望各级关工委和
广大五老刻苦学习， 特别是要加强网上学习
培训提高， 主动作为， 加强关心下一代工作
网络平台的服务管理， 积极推动网上关心下
一代工作创新发展， 努力开创我省网上关心
下一代工作的新局面。

省关工委举行专题培训班
为网上关心下一代工作打好基础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孙敏坚）从今
年开始，我省每年将采取多种方式，对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
指导员、党建业务骨干、出资人（负责人）等4支
队伍进行培训，以不断提升“两新”党建骨干队
伍的能力素质，推动全省“两新”党建工作全面
过硬、全面进步。

近日，省委“两新”组织工委在省委党校先
后举办了两期示范培训班， 集中培训了200余
名“两新”组织党建骨干队伍。

两期示范培训班上，参训学员深入学习了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7·26”重
要讲话精神、“两新” 党建业务知识等内容，现

场观摩了望城经开区党群活动服务中心、王府
井党群服务站、万达商圈、青松老年公寓、创新
设计产业园、比亚迪汽车公司等地的“两新”党
建工作，并进行了经验介绍和分组讨论。

“党建工作不分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只
要对党的事业有一颗赤诚的心，就能够做好党
建工作。 ”在今天的结业式上，绿之韵集团党委
书记刘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学员们
普遍反映，通过培训，大家抓好“两新”党建工
作的信心更足了、心中更有底了。 回去后将不
断创新“党建+发展”“党建+服务”的形式，充分
释放“两新”组织的红色动力，促进“两新”组织
科学发展。

推动“两新”党建工作全面进步
我省将采取多种方式培训“两新”组织党建
骨干队伍

� � �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明快浓
烈的色彩，奔放热情的黑皮肤美女，跃动激烈的
音乐……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湖
南-非洲商品节”上，浓郁的非洲风情吸引了众多
市民前来参观、购物。 此次商品节是我省首次举
办大型非洲商品展，将持续至9月24日。

“2017湖南-非洲地方产业合作对接会”今
天在长沙举行，“湖南-非洲商品节” 在长沙红
星国际会展中心同时启幕，莱索托、埃及、坦桑
尼亚、肯尼亚、摩洛哥、加纳、津巴布韦、喀麦隆

等15个非洲国家和省内14个市州，共同打造了
一场跨洲、跨区域的特色商品展销盛宴，重点
展示非洲国家农产品、木雕制品、手工艺品、皮
革制品及我省14个市州的名优特品。

本届商品节以非洲风情为主要元素，最大
程度地在展会上营造非洲风情，让人们在展馆
内如同身在非洲，感受当地人文特色。 参展的
15个非洲国家也带来了各自的特色美食，如乌
干达的香蕉饭和象果蜜酒、 几内亚的乳木果、
南非的咖喱角和奶酪饼等，让市民大饱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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