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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
2018年，湖南检察机关以法为剑、以法

为盾， 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
职责， 护航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守护公平正
义，开展扫黑除恶，推动全省检察工作向前迈
出坚实步伐。

服务大局，护航高质量发展
“非常感谢检察机关，帮我们把账户解冻

了。”2018年9月， 中国青年旅行社东风分社负
责人介绍，他们为“云讯通”办理机票业务，没
想到“云讯通”涉案被查，其账户也被冻结，郴
州市公安机关查办“云讯通”传销案，众多与其
有业务往来的公司及个人账户被冻结。

根据有关公司反映的情况， 郴州市检察
机关积极介入， 监督公安机关解冻与案件无
关账户300多个，涉及金额2.6亿元。

这是湖南检察机关护航经济发展，服务大
局、融入大局、保障大局的一个缩影。在办理涉
企案件中，湖南省检察机关积极构建“亲”“清”
新型检商关系，既注重打击犯罪，又注重保护
企业合法权益，防止“案子办了、企业垮了”。

据统计，过去一年，湖南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砖霸”“砂霸”、强揽工程、阻工现象所涉犯
罪3525人、起诉4469人。批准逮捕涉嫌假冒
注册商标、 侵犯商业秘密等涉知识产权案件
111人、起诉299人。甄别、监督纠正历史形成
的涉民营企业产权案件16件。

源头活水，成就大河奔流。2018年，湖南
检察机关借助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春风再出
发，改革进取，聚焦环境保护，开辟了服务大
局新战场：

出台守护“一湖四水”18条意见；设立湘
江流域和环洞庭湖、 环东江湖等专业办案机
构62个；联合湖北、江西出台《关于加强新时
代区域检察协作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护航长江经济带发展……

流之长者， 其源也远。“绿水青山是人民
的根本利益，是大局中的大局。湖南检察机关
紧盯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每一个湖泊，要为
守护秀美湖湘生态贡献出检察力量。”省检察
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卢乐云说。

法律监督，筑牢防止冤假错案
的底线

“是你们坚守正义， 为我洗清了罪名！”
2018年1月30日， 曾凡年一家五口来到省检
察院送锦旗，表达他们冤狱得雪的感激之情。

曾凡年原为广东一家公司会计经理。

2011年2月, 有人拿着曾凡年的身份证复印
件, 在一家便民服务点办理了实名电话卡,并
以曾凡年名义, 给曾凡年服务过的衡阳某公
司法定代表人唐某发信息,�称掌握了公司内
幕，要求公司给付300万元。唐某向衡阳市公
安局雁峰分局报案,称遭到曾凡年敲诈勒索。
同年4月,曾凡年被抓判刑。

2015年4月8日，曾凡年刑满释放，四处
申诉。 省检察院刑事申诉检察处在审查备案
材料时，发现曾凡年敲诈勒索案疑点重重，便
委托司法鉴定部门进行笔迹鉴定， 证实实名
电话卡不是曾凡年本人签名办理。 经过反复
走访调查， 省检察院发现该案存在众多事实
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形，向省高级法院提出再
审检察建议。最终，曾凡年被改判无罪。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防止冤假
错案是天职。”在卢乐云看来，发现冤假错案
要果断纠正，要有实事求是纠正的勇气。

还无罪之人清白，让真凶难逃法网。过去
一年，湖南检察机关严把冤假错案关，监督侦
查机关立案979件、撤案1177件；不批准逮捕
16964人、不起诉12444人；纠正漏捕1858人、
漏诉1799人； 对错误的刑事裁判提出抗诉
362件；对民事行政生效裁判、调解书提出抗
诉和再审检察建议117件； 监督纠正侦查活
动、审判活动违法情形4782件次。

公益诉讼，“政府和群众都是
受益者”

民生就是最大的政治， 法治理应是民生
最有力的保障。

过去一年， 湖南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
抓手，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关切，推动检察工
作与人民群众日常生产、生活相融合，着力守
护好民生福祉。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靳江河与湘江交汇处
的柏家洲，对面就是洋湖湿地公园。本世纪初，
柏家洲纳入经济开发区洋湖片区，洲上居民陆
续将户口迁回等待拆迁补偿， 逐渐形成了生
活、捕鱼、餐饮娱乐活动区，饮用水水源受到污
染，直接威胁到数百万市民饮用水安全。

长沙市检察机关于2018年5月22日、9月
6日分别对相关行政监管部门不依法履行职
责行为立案调查，并发出检察建议，要求依法
全面履行内河交通安全监管职责和行政执法
监管职责。最终，洲上84处总面积20417平方
米的违法建筑被拆除，100多户居民得到安
置，15艘船舶被强制拖离上岸， 数百万市民
喝上了放心饮用水。

过去一年， 湖南检察机关共立案各类公
益诉讼案件7735件，提出诉前检察建议6466

件，对行政机关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公共利益
的情况，开展法律监督，全省行政公益诉讼诉前
检察建议整改率超过95%， 解决了大批长年积
压的民生问题。

事关民生福祉，2018年6月， 省政府下发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检察机关依法开展
公益诉讼工作的意见》，要求收到诉前检察建议
的行政机关， 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主动履行职
责或者纠正违法行为，不得以各种理由推托、延
迟落实和反馈。

“公益诉讼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政府
和群众都是受益者。”在最早启动公益诉讼的湘
乡市，该市市长周俊文颇有感触地说，公益诉讼
铺开以来， 明显感受到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水
平在不断提高、 行政机关干部敢于担当主动作
为的意识在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
度在不断提高。

扫黑除恶，还百姓朗朗乾坤
2019年1月15日， 由常德市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文烈宏等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一审
公开宣判，文烈宏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全部财产。被告人
舒开、佘彬、龚浩系骨干成员，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二十五年、十三年、十一年。

黑恶势力强买强卖，欺行霸市，阻工阻路，
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横行乡里、欺压残害百姓，危
害一方。黑恶不扫，社会难稳，民心难安。

2018年1月以来， 全省检察机关聚焦涉黑
涉恶问题突出的重点地区、 重点行业和重点领
域，以雷霆之势，扫荡黑恶势力。在城区，重点瞄
准欺行霸市、暴力传销、涉赌涉黄、涉毒涉枪等
暴利性、垄断性、半地下状态的黑色灰色产业;
在农村，则重点瞄准插手基层选举、暴力危害一
方、对抗基层政权等违法犯罪行为。

随着扫黑除恶的深入推进，一起起性质恶劣、
影响重大的黑恶案件被挂牌督办， 一批批欺压百
姓、危害一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土崩瓦解，一个个
作恶多端、罪行累累的黑恶分子被绳之以法。

据统计，一年来，湖南检察机关起诉涉黑犯
罪258人、涉恶犯罪2764人，纠正漏捕442人、漏诉
208人，监督公安机关立案64件183人。

树德务滋,除恶务尽。对于黑恶势力，不仅要
斩草，更要除根。对此,全省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
督,对存在违法情形的案件一件件“过筛子”，深挖
涉黑涉恶犯罪背后的腐败问题，查办起诉了长沙
市“5·03”朱红建涉黑性质组织、益阳市“6·21”夏
顺安涉黑犯罪组织、娄底市“6·26”李军耀涉黑犯
罪组织等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25人，让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
保障，更可持续。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吕菊兰

“我有‘金点子’———2019省政府工
作报告意见建议征集”活动自1月6日启
动以来，广受社会各界关注，全省网民反
响热烈。截至1月25日，短短20天里，网
民提出了近800条建言， 活动专栏访问
量超过8万次。

“我的建议，省长真能看到吗？”“政
府工作报告起草组会不会采纳我的点
子？”网民们尤其关注“金点子”有没有被
有关方面认真对待。

“我们珍惜网民的每一条建议，认真
阅读每一条留言。经筛选后，这些建议、
留言发布在湖南省政府门户网站，《湖南
日报》、新湖南客户端等相关媒体会以不
同形式转载发布， 使高质量的建言能及
时上网， 让提交者及时通过多种渠道得
到反馈。”省政务管理服务局工作人员介
绍， 相关部门对大部分意见建议的办理

意见或结果已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向
网民及时进行反馈。

提交建议的当天，网友张早平就收
到相关工作人员的回访电话，近日还收
到了来自省商务厅“关于在金点子平台
留言的回复”的邮件。在他看来，我省处
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高质量发展需
要全社会出谋划策，利用网络力量将人
民群众的意见科学有效地纳入到政府
决策中，很有意义。网友“小康生活”是一
名下岗职工，“以前想都不敢想， 只要动
动手指，就能把自己想说的话说给省政
府听。” 他提的建议是为城市困难职工
建立更多帮扶制度。

这些天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金
点子”已送达省政府领导的案头，有的已
转送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办理， 其中100
多条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的“金点子”，已分
4批报送至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部分“金
点子”被省政府工作报告采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
的力量。“要进一步细化落实省委、 省政
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让民营企业安心抓生产，专心闯市
场，静心创品牌。”1月25日，省人大代表
张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去年11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三个没有
变”，为民营经济敲下“定音锤”，让民营
企业家吃下“定心丸”。此后不久，湖南省
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就降低税费负担、营造
公平竞争环境等提出了一系列举措。

“如何将《意见》25条措施真正落实
落地， 是全省广大民营企业所关心的问

题。”省人大代表张涛表示，要进一步细
化各项优惠政策， 如在民营企业用电、
用气降价优惠，降低社会保险缴费费率
等方面，拿出具体可操作的标准。

“用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张涛建议，设立中小企业
发展专项资金、 民营经济奖励基金，每
年对优秀民营企业进行表彰奖励。组建
融资担保公司， 缓解民营企业融资难。
出台具体的民营企业减税措施，区分不
同行业、不同经营状况，确定具体的减
征比例。

如何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
境？张涛建议，设立督导检查、评估考核、
验收评比等方面的清单，杜绝在清单之
外开展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避免各种
乱收费乱摊派， 让民营企业安心抓生
产，专心闯市场，静心创品牌。

042019年1月26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陈阳

护航发展 砥砺担当
———湖南检察机关2018年工作亮点回眸

我有金点子
———2019省政府工作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陈昂昂

“建议加大对稻虾产业的扶持力度，
将其作为洞庭湖地区农民增收、 促进脱
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来抓。”1月25
日，来自深圳、祖籍益阳南县的省政协委
员曹力农谈起自己最关心的事“如数家
珍”。

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在乡村长大，
懂得劳动人民的辛勤辛劳， 见证过传统
农业到现代农业、生态农业的发展过程。
近年来， 他经常引导一些粤港澳地区的
企业家来到湖南投资兴业， 期间也把目
光投向了家乡的“稻虾共生”生态农业。

“稻虾产业的产业扶贫效果显著，农
民增收明显，并能有效促进生态环境的改
善。” 他以家乡南县为例告诉记者，“2018
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达50万亩，年产小
龙虾8万吨， 稻虾米24万吨， 规模和影响
力，已跻身全国三强。‘南县小龙虾’‘南洲
稻虾米’ 荣获中国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 南县去年9月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

名为‘中国虾稻米之乡’。去年12月，在亚
洲（香港）农产品展和湖南贫困地区优质
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上，‘南县小
龙虾’‘南洲稻虾米’大放异彩、备受青睐，
活动签约金额达3.5亿元。”

“实践中，这种富民产业其实也面临
着很多困难和问题， 如种业体系亟待建
立、技术标准有待完善、质量监管体系需
健全、品牌建设有待加强等，这些短板亟
待克服。”曹力农建议，加强规划引领，组
建技术攻关团队， 扶持公用品牌和龙头
企业，设立发展引导资金，支持稻虾产业
发展。要明确湖南省稻虾产业定位、产业
布局与发展思路， 加速推动湖南稻虾产
业的三产融合， 使湖南稻虾在全国农业
产业中具有产业特色优势。 要整合省内
外相关科技力量， 组建稻虾产业科技创
新联盟，并构建质量溯源体系，全面实现
“生产有记录、流向有追踪、产品有标识、
安全有监管、质量有检测、消费有信心”
的总体目标， 把稻虾产业真正打造成富
民产业。

部分“金点子”被政府工作报告采纳

张涛代表：

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让民企专心闯市场静心创品牌

曹力农委员：

把稻虾产业打造成富民产业

用双脚丈量大地 用双眼发现问题青春两会日记

1月25日，湖南省人民会堂，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刘淮保
委员拄着拐杖走出会场，同界别的毛光辉委员看到他下台阶不方便，赶忙上前扶
着他。刘淮保委员来自邵阳学院，去年11月他参加校运动会时不慎受伤。伤未痊
愈，他依然以饱满的热情参加省政协会议，并认真准备了一个教育方面的提案。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帮一把
两会映像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担当‘一线’使命，要求政协委员全面增强
履职本领，在新时代‘跟得上趟、承得了重’。 ”

1月25日下午， 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分
组讨论会场，“一线” 使命成为委员口中的一个
高频词。

到底什么是政协的“一线” 使命？记者立刻
翻阅了手中的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 长了知
识：

“新时代人民政协处于凝心聚力第一线、决

策咨询第一线、协商民主第一线、国家治理第一
线，是党和国家‘一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协和“一线”挂钩，可能刷新了许多人的
认知。 但其实从省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可以看
出，过去一年，政协的许多工作都冲在“一线”。

比如围绕“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
踏察，发现了问题，也推动了解决。

省政协委员潘碧灵参与了踏察行动，2天时
间跑了1000多公里。 在分组讨论中谈到这次踏
察， 他眉飞色舞：“300多名政协委员组成62个踏
察小组，深入洞庭湖区110多个点，有的甚至是徒
步进行，用双脚去丈量，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比如“三个一”扶贫行动，4万多名新老委员
参与，结对帮扶4万多户贫困家庭。

老委员周敏，2018年印象最深刻的履职活
动，就是冒着39摄氏度酷暑，到株洲市渌口区
渌口镇张公岭村开展扶贫行动。这次扶贫行动，
最终为该村解决了10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资金。展望2019年的工作，周敏对委员身份的
定位是：“强化大局意识，当好脱贫攻坚的‘智囊
团’；强化为民意识，搭建改善民生的‘连心桥’；
强化监督意识，当好工作落实的‘助推器’。”

“使命”一词听起来高大上，如何落在行动
上？

汤素兰委员答道：“要立足于自己的专业领
域和所联系人群，才能真正发现问题。”作为一名
知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汤素兰委员每年的提案，
都与文化、教育相关。今年她带来的提案，是“发挥
新华书店的主体作用， 保障城乡居民的阅读需
求”。这是她平时在做阅读推广的过程中，与各地
新华书店打交道所发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承担“一线”使命，需要匹配“一线”的能力。
来自株洲的陈艳娟委员坦言，当政协委员，感觉
到了一种“能力的恐慌”，委员的身份倒逼自己
提升创新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围绕党委政府工
作，精准地议政建言。

什么是政协的“一线” 使命？
来了解一下

■编者按
又到一年两会时。今年《小苏带你看两

会》将聚焦两会分组讨论会场，捕捉代表委
员原汁原味的精彩发言， 倾听他们议政建
言的声音，记录他们履职尽责的身影。

翦梅玲委员：1987年7月出生， 维吾尔族，
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副科级干部

图/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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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在省人民
会堂开幕。不同于去年开会时新奇、激动的心情，
今年的我少了一份新鲜感，多了一份使命感。

作为一名年轻的新委员，这一年来，政协这
个大家庭让我变得更有力量。 我有更多机会跟
其他委员交流、 沟通和学习。 这促使我不断思
考，如何利用参加省政协会的宝贵机会，更好地
履行使命、搭好桥梁。

今天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李微微主席作的省
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报告中提出，继续朝着建设
务实智慧开放和谐政协的目标，在加强薄弱环节，
改进不足之处上下功夫。务实智慧开放和谐，这短
短八个字，涵盖了政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
各方面，让委员们对政协工作的了解更加有重点、
有方向，履职更有着力点，更能体现工作特色。

在这份“2018年年终总结”里，政协“踏察
报告”这个提法，让我眼前一亮。用双脚丈量大
地， 用双眼发现问题， 作为一名从基层来的委
员，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很亲切。

2010年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后， 我就来到
桃源县枫树维回乡工作。刚工作那会儿，我的帮
扶对象喜欢喊我作“翦妹子”。后来，这称呼就传
开了。 我挺喜欢这个称呼， 感觉跟大家特别亲
切，可以更近距离听到他们的真实想法。

在我今后的履职中，一定要坚持“踏察调研”，
深入田间地头，深入群众身边，怀着真情实感，了
解基层实际和百姓诉求，推动履职，解决问题。

今天的报告还指出，要围绕“加强少数民族
特色村镇建设， 助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动
力提升”开展履职活动，共同助推武陵山片区特
色经济发展。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界别的委员， 看到这一
部分很激动。 特色村镇建设与特色经济发展一
直是我在民族乡工作的重点。 我相信我们少数
民族特色小镇建设和乡村旅游产业扶贫等方面
工作都将有更大的动力与助推力。

站在政协履职的“第一方阵”，我深感要站
好履职 “军姿 ”，当好协商 “排头兵 ”，为政协事
业、为民族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亚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