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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档案】
周德睿：全国人大代表，常德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
【故事】
洞庭天下水，牵动众人心。
“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已经从过去的‘盼温饱’
发展到现在的‘盼环保’，从过去的‘求生存’升

级为现在的‘求生态’。 应当进一步加大力度，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 ”

在湖南代表团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时，周德睿代表围绕洞庭湖生态保护
等内容做了11分钟的发言。

“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 ”周德睿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掷地有声地对环境污染宣战，这为常德决心打赢
洞庭湖环境治理攻坚战打了一剂“强心针”。

常德位于西洞庭湖区，是湖南环境治理的
主战场之一。 近年来，针对洞庭湖生态环境污
染问题，常德市委市政府全方位打响洞庭湖生
态环境保卫战，誓还洞庭一湖清水。

2017年，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指出的
17个深层次问题，交办的242件群众信访问题，
以及省委省政府交办的6个方面31个突出问
题，常德已全部整改完成，综合评定全省第一。
此外，常德市还累计清理沟渠1.8万条、清淤塘
坝1.6万口，完成畜禽养殖场退养2391户，整改
污染企业101家，关闭污染企业190家。

在周德睿看来，洞庭湖生态环境问题表象
在湖里，根源在岸上。

“洞庭湖的生态环境问题，山水林田湖草是
一个共同命运体，在发展上，洞庭湖区生态经济
区具有明确的定位，那就是生态经济。”周德睿表
示， 湖区老百姓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美丽乡村
的建设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污染产业关停了，

带来了好的环境，也带来了新的产业。
“说一个身边的故事。 ”周德睿举例说，洞

庭湖被称为亚洲最大的芦苇场，过去主要为造
纸厂提供原料。 省委省政府下决心关停了所有
污染的造纸厂，芦苇场怎么办？ 一些地方与湖
南农大等高校开展研发合作，从芦苇中开发食
品、药品和化妆品，既增加了农民收入，又保护
了生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德睿直言，洞庭
湖的生态问题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推进洞庭湖
生态治理并非一日之功， 不可能一蹴而就，需
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洞庭湖治理是一盘大棋，九龙治水要不得，
必须形成合力。 ”周德睿建议，要注重源头抓治
理，严格环境准入，坚决堵住污染性的招商引资
项目；着力推进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突出解
决好河道采砂、畜禽退养、工业污染、湿地保护等
问题；综合施策，逐步消除污染存量、控制污染增
量，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严格落实“河长制”，加快
建成“更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坚决还八百
里洞庭浩浩汤汤本来面貌。

【感怀】
治理洞庭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尽管现

在困难很多，压力很大，但只要咬紧牙关，坚持
下去，就一定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浩浩汤汤
的秀美洞庭。

（湖南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档案】
朱登云：全国人大代表，怀化市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渠阳镇江东大笋坪村农民、靖隆养
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故事】
从繁华都市到偏远农村， 从白领到“牧羊

女”， 朱登云走的是一条和同龄人不一样的道
路。 踢掉高跟鞋、脱下套装，辞去广州行政专员
的工作， 回到家乡怀化靖州的朱登云组建了养
殖专业合作社，发展高山优质黑山羊养殖项目，
并用5年时间将合作社社员发展到71户，年出栏
商品羊达到600只，创产值100万元以上。

从跳出“农门”，到硬要回家当羊倌，朱登
云心里想着的是能回到家乡帮助父老乡亲脱
贫致富。从成立靖隆养殖专业合作社进行山羊
养殖，到发展种养一体化经济发展模式———种
植紫玉淮山与鱼腥草，朱登云的创业思路一步
步扩展，她熟悉的乡村也在一步步发生变化。

朱登云的经历就是一个“活广告”，种植紫玉
淮山与山羊养殖两大项目发展得蒸蒸日上，大家
“有钱的投钱，无钱的以土地入股”，朱登云给村
民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了一批村民主动要求加
入合作社。 朱登云说，以前村里的年轻人就想着
走出大山外出打工， 而现在年轻人也想回来了，
通过创业在家门口就能致富。

然而，要想富先修路，朱登云说，在这个高
铁的时代，以家乡怀化靖州为中心的周边10个
县市区没通高铁， 形成了一个方圆200多公里
的缺陷区，这一区域风景优美，民族风俗多姿
多彩，同时也是革命老区。 为此，朱登云建议国
家相关部门支持加快张吉怀高速铁路南延经
会同靖州通道接贵广高铁连接桂林柳州高铁
项目建设， 形成湘桂高铁连接的便捷大通道，
推进少数民族偏远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
贫攻坚步伐。

另外，朱登云还建议加大对贫困地区金融
贷款支持力度，推进少数民族边远山区乡村振
兴建设。

【感怀】
我的家乡靖州是有名的杨梅之乡，也是少

数民族聚集贫困区， 希望通过交通状况的改
善，让更多朋友走进靖州，让更多和杨梅一样
的优质农产品更快走向广阔市场，让乡亲们的
生活越来越好。

（湖南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观点】
尽快修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相关条款， 为企业更好地实施员工持股
计划提供坚实法律保障， 从而助推我国
共享经济发展，助推全民共同富裕。

【背景】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
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 形成资本所有
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实行员工持股制度， 使员工不仅按
劳分配获取劳动报酬， 还能获得资本增
值收益。 它很好地把员工和股东进行了
统一， 最大化体现了员工的主人翁感，是
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有效途径。

截至2017年11月， 全国有22个省区

市制定员工持股操作办法，27个省市158
家国有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 但是，目
前的公司法限制了非公众公司股东人数，
实际操作中员工持股企业往往不得已选
择了股权代持方式， 这隐藏着巨大风险，
委托人有可能丧失此股权。 同时，员工持
股造成股权分散，按照同股同权，易造成
公司控制权失守。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胡建文建议， 删除或修

改公司法股东人数限制的内容。 实行共有
股权备案制， 集中代持人和被代持人共同
拥有的共有股权在工商登记注册时体现为
集中代持人， 但在股权备案中体现各真实
股东及相应股份。 细化优先股股东权利与
义务，完善不同类型股东的行权机制，将财
务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进行法律区分。

（湖南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全国两会同期声
全国人大代表胡建文———

支持员工持股 助推共享经济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观点】
精准扶贫，要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帮

扶政策体系，不能落下城市困难居民。
【背景】
近年来， 我国每年减贫1300万人以

上，书写了人类反贫困斗争史上的伟大故
事。 比如郴州，2017年底，累计实现313个
贫困村退出、约27万贫困人口脱贫，2018
年有望实现贫困村全部退出。

脱贫攻坚的重点在农村，但城市贫困
问题同样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城市有低
保标准，但仍有一些处于低保线之上的人
处境艰难，有相当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没
有被纳入保障范围；同时，对贫困人口的
扶助还面临政出多门、门槛模糊、政策分
散、保障能力弱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

需要建立起城乡统筹、高度融合的制度保
障。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刘志仁建议，打破部门

分割， 建立职能集中统一的扶贫工作机
构，统一管理各类社会救助组织，形成统
筹推进贫困人群扶助工作的合力。整合农
村扶贫和城市扶贫工作，认真测算，提高
低收入人口扶助标准线，以省区市为主体
建立城乡低收入人口扶助标准线，明确统
一帮扶退出的标准和门槛。适当延续扶助
政策， 确保低收入人口稳定增加收入，对
农村特别要在产业扶贫、教育培训方面强
化持续帮扶；完善城市低收入人口扶助政
策，在健全低保、养老、教育、医疗等保障
制度基础上， 对建档立卡的城市贫困人
口，在水、电、气、公交等公共产品使用上
给予优惠。 （湖南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刘志仁———

建立城乡统筹高度融合的
精准扶贫体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观点】
尝试借鉴物权法“预告登记”制度，建

立股权变动的“预告登记”制度，为股权变
更、股权融资交易提供更多安全保障。

【背景】
近年来，随着公司法及工商登记制度

的完善，社会各界充分感受到了政府鼓励
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丰硕成果，社
会投融资环境宽松、行为活跃，公司股权
变动、公司股权融资等也越来越频繁。 但
实践中，由于部分公司股权转让涉及金额
较大，涉及资产复杂，变更程序历时较长，
交易的安全性困扰着交易各方，致使交易
平添许多成本，甚至导致诸多交易最终无
法达成。

【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袁爱平建议，立法及工

商管理部门可借鉴物权法不动产“预告登
记”制度，设定股权转让“预告登记”制度。
预告登记后，未经权利人同意处分该股权
的，工商部门有权不予协助办理。 预告登
记后，债权消灭或者自预告登记之日起三
个月内未申请登记的，预告登记失效。 “预
告登记” 制度能以较小的制度完善成本，
对社会股权交易产生积极影响，为股权转
让期较长的交易提供充分保障。对于部分
陷入困境，需要以处置子公司股权方式谋
求重组的公司，“预告登记” 制度的建立，
可为提供资金的战略重组方提供更多保
障。 此外，配套修改公司法及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将为其提供完善的制度保障。

（湖南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全国政协委员袁爱平———

建立“预告登记”制度
护航股权交易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观点】
实现绿色发展是民族贫困地区脱贫

攻坚的重要路径，要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 支持民族贫困地区走绿色发展之
路。

【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

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制定了
一系列配套政策，加大对民族贫困地区绿
色发展的政策支持，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林业生态补偿、林业碳汇交易、生态
扶贫等政策的落实，有力地助推了民族贫
困地区的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但不少
民族贫困地区仍然存在森林质量和绿化
水平不高，林业经济效益不明显，林区群
众增收困难等问题，“绿水青山掩盖下的

贫穷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龙晓华建议，要进一步

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出台推动民族贫困地
区绿色发展的系列配套政策，进一步提高
民族贫困地区国家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
将民族贫困地区即将到期的退耕还林项
目补助政策延长到2020年。支持民族地区
大力发展绿色产业，促进民族地区加快发
展、脱贫致富、长富久富，针对民族贫困地
区的优势特点，加大绿色产业发展支持力
度，设立民族贫困地区绿色产业扶持专项
基金，提高特色经济林补助标准，使绿色
产业成为群众稳定脱贫的支柱产业。建立
林业碳汇补偿制度，支持民族贫困地区实
施林业碳汇，在林业碳汇开发上给予民族
贫困地区政策、项目、资金支持。

（湖南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龙晓华———

支持民族贫困地区
走绿色发展之路

� � � �朱登云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周德睿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从“牧羊女”到“领头雁”

做宪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给子孙后代留一个
浩浩汤汤的秀美洞庭

� � � � �荨荨（上接1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会各领域发生了
历史性变革， 把这些重大变革体现在宪法中，宪
法就一定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宪法修正案的
顺利通过， 证明它顺应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要
求， 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反
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心声。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体现本国的
特点。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探

索的是一条其他国家根本不可能提供现成经
验与模式的道路。因此，我国的宪法也伴随社
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期的历史主题，
伴随着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各
个时期的历史方位，始终处于不断的探索实践
与完善过程中。实践表明，宪法只有不断适应
新形势 、吸纳新经验 、确认新成果 、作出新规
范，才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
实施。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
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

民共同意志的尊严；保证宪法实施，就是保证
人民根本利益的实现。每一个公民，都要以宪
法修正案通过颁行为起点， 自觉恪守宪法原
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成为宪法的
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把宪法
的规定、原则和精神真正落到实处。

宪法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宪法
的伟力出自人民真诚的信仰。宪法修正案既已通
过， 接下来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对宪法的学
习、宣传与践行。要大力加强宪法教育、普及宪法
知识、弘扬宪法精神，增强全社会的宪法观念，保
证宪法成为一切组织和公民的根本行动准则，让
宪法如春风化雨般滋养人心、淳化人心。

� � � � 3月12日， 湖南代表团举
行第七次全体会议， 梁稳根代
表（中）围绕促进制造业提质增
效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镜采全国两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