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6日，株洲市代表团谭益民代表（右二）在分组讨论会上就株洲设立包装产
业园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1月27日，张智勇委员（左二）在政协联组讨论时就加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政府
服务体系建设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着力构建以长沙市为‘一体’，以长沙金
霞经开区临港片区、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为
‘两翼’的‘一体两翼’新格局，是打造湖南对
外开放新高地的迫切需要。”1月29日，省人大
代表康镇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发展临港
经济意义非同一般。”

去年，长沙临港片区凭借大交通、大物流、
大商贸、大口岸的优势，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康镇麟介绍， 临港片区实现物流主营业务收入
429亿元，完成税收22.46亿元,完成外贸进出口
额9.88亿美元， 金霞口岸区域实现进出口货值
62.67亿美元，征收税款34.41亿元人民币。

康镇麟说：“目前长沙铁路口岸仍为二类
口岸，一类口岸申报进度偏慢，对外开放口岸

平台落后已成为制约长沙临港片区开放型经
济发展的最主要原因。”

康镇麟建议，加快长沙临港片区发展，重
点支持长沙市申报长沙综合保税区， 以黄花
综保区（临空片区）为A区，长沙临港片区为B
区，进一步做大做强保税业务；后续在湖南申
报自贸区过程中， 将长沙临港片区纳入规划
范围，并作为重要组成部分。压缩整体通关时
间，推动通关效率不断提升。整合港口资源，
加快多式联运系统规划， 提升霞凝新港铁水
联运能力。畅通开放通道，做大中欧班列，支
持常态化运营湘粤港直通车。

康镇麟代表：

加快长沙临港片区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企业破产问题，决不只是单纯的法律问
题。相反，由于企业破产所涉及到的具体事务
与所影响到的利益主体极其宽泛复杂，其实质
是一个综合的经济、社会问题。”1月29日，省政
协委员江帆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建立“府院
联动”机制，提高湖南“僵尸企业”治理绩效。

江帆告诉记者，当前，各级各地人民法院
充分发挥破产审判职能， 大大促进了我省处

置“僵尸企业”的工作成效。然而在实践中，企
业破产实务仍面临一些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
曾印发《关于破产案件立案受理有关问题的
通知》，其核心就是希望通过“府院联动”机制
的建立，提高破产审判的实效，让破产重整企
业尽快盘活重生， 让破产清算后的企业尽快
市场出清。

江帆建议， 建立政府与法院间的协调会
议制度，建立政府与法院间的信息交流机制。
二者分别根据各自职能范围，收集、分析所获

“僵尸企业”的相关信息，定期评估、定期交
流，并及时互通全省企业破产审判和“僵尸企
业”处置工作情况，联合汇编典型案例，总结
推广有效经验和做法。

“政府要设立破产援助基金。”江帆认为，基
金来源可由财政部门拨付的专项资金、法院在
其他破产案件中按比例提取的管理人报酬资
金、社会机构或个人的捐助资金构成。基金的使
用流向，一是给予破产企业必要的资金支持，二
是按照《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保障破产管理费
用的及时足额支付。 此外， 可效仿他省成功经
验， 出台全省统一政策， 明确提出协调会议制
度、信息交流机制与破产援助基金的实践原则
与操作方案，提供明晰可照的合法依据。

江帆委员：

“府院联动”治理“僵尸企业”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要以产业扶贫为中心， 利用市场化机
制，探索‘三融三孵化’的产业扶贫路径。”1月
29日，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团驻地，
省人大代表董顺钢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

“‘三融’即融合新理念、融通新市场、融入

新机制，‘三孵化’即特点孵化为特色、产品孵化
为商品、人口孵化为人才。”董顺钢告诉记者，近
年来，自己所在的酒鬼酒公司发挥企业优势，以
产业融入扶贫，精准发力，因地施策，在湘西实
施全产业链扶贫，在泸溪县浦市镇马王溪村、凤
凰县樟坡村等地成功实现了村民收入的可持续
增长。仅在凤凰县樟坡村，通过探索“三融三孵

化”，驻村不到10个月，集体经济收入就直接从0
元跃升为超过140万元，利润超过30万元，村民
人均提高收入超过2000元。

“实现真正脱贫致富奔小康，必须发展产
业。作为地区龙头企业，要注重责任担当，用
实际行动反哺社会。”董顺钢认为，特别是在
精准扶贫工作中， 企业要将自身业务发展与
优势农业区位及资源相结合，结合实际情况，
发挥帮扶指导和沟通桥梁作用， 促进产业发
展和升级，注重以扶智促扶贫，使扶贫地区分
享到改革成果。要对接各县市特色，进行差别
化、品牌化融合，不断探索可造血、可复制、可
持续的长效机制， 彰显脱贫攻坚主战场的企
业担当。

董顺钢代表：

探索“三融三孵化”的
产业扶贫路径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通用航空产业前
景无限。”1月29日， 省人大代表杨晓江建议，
加快推进我省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让
通用航空产业“飞”到百姓身边。

什么是通用航空， 和我们日常乘坐的客
机有什么区别？面对记者的疑惑，杨晓江解释
说， 我们常见的负责客货运输的航空活动属

于商业航空， 而通用航空就是除去商业航空
后民用航空其他的所有部分。“通用航空的应
用范围非常广。”杨晓江举例，包括农业、林业
等作业飞行以及医疗卫生、 抢险救灾等各方
面的飞行活动。

2017年，株洲航空城成为全国首批、湖南
唯一的国家通用航空产业综合示范区， 目前，
入园涉航企业已达43家， 形成了集发动机研
制、整机制造、通航运营和配套衍生于一体的

通航全产业链，去年实现产值约170亿元，增速
12.5%。“然而， 产业发展仍面临一些难题。”杨
晓江说，空域管制较严、规划不配套、融资手段
受限等因素，都制约着我省通航产业发展。

为此，杨晓江代表建议，从土地、资金、人才
等要素保障和市场需求培育等方面加以支持，增
强通航产业示范区的吸引力。他建议，由省航空
产业发展领导小组牵头，建立“军航、民航、通航”
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全省低空空域的划设和分类
管理，优先在示范区建立低空飞行服务站；尽快
出台通航服务相关鼓励政策，助力通航企业成长
壮大，吸引更多发动机研制、整机制造企业入园，
提升核心竞争能力，抢占通航制造业制高点。

杨晓江代表：

推进通用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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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要多管齐下，对民事诉讼中虚假作证的
行为予以严厉打击。”1月29日，省人大代表徐
健接受记者采访时建议。

徐健介绍，在审理民事诉讼案件过程中，
虚假作证行为主要出现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其他涉及生命权身体权纠纷、民间借

贷纠纷、合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案件中。
其成因，主要有法律体系不健全，与利益驱动
交织，惩罚力度小，违法成本低等。

“加强诚信诉讼建设、打击虚假作证行为，
彰显法律权威和公平正义。”徐健建议，由政法
部门牵头，法院、检察院联合开展惩治虚假作证
行为专项活动，坚决向违反诚信诉讼的行为亮
剑。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积极主动发现

虚假作证行为，一旦发现，绝不姑息，并根据证
明作用的大小及后果采取相应处罚措施。构成
犯罪的，坚决追究其刑事责任。

“要充分发挥司法建议的作用。”徐健建
议，法院在发现虚假作证行为后，除依法采取
处罚措施外，对于机关单位证人、基层群众自
治组织证人， 向其所在单位提出相应追责的
处罚措施。对于律师、法律工作者作为代理人
参与虚假作证行为的向其主管司法行政部门
提出相应处罚的司法建议。 人民检察院民行
部门应加强对人民法院虚假作证行为案件的
监督和督查，必要时应依法提出司法建议。要
推进诚信诉讼体系建设， 向社会传播诚信诉
讼理念， 营造诚信诉讼的良好社会氛围和诉
讼秩序。

徐健代表：

多管齐下
严厉打击虚假作证行为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在司法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是摆在“法检”两院面前的一项重要
课题。”1月29日，省人大代表刘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

刘健说，当前“法检”两院人才队伍建设

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比如案多人
少矛盾突出；入额人员比例低，难以满足实际
办案所需；业务骨干断层等等。今年的省检察
院工作报告中就提到，检察队伍结构不优，有
5个市州检察院班子成员中没有“70后”干部，
102个基层检察院班子成员中没有“80后”干
部。

针对“法检”两院人才队伍建设中的问
题，刘健建议，要以内设机构改革为契机，优
化人才资源配置，将职务级别、福利待遇向
资深和优秀的法官、检察官倾斜，鼓励法官、
检察官安心本职工作。创新用人机制，大胆
选任青年干部，使业务能力强、工作成绩突
出的青年人才得到提拔重用。 加强教育培
训，鼓励干警学习深造，培养高层次人才。坚
持从优待警，凝聚干警活力，要把从严治警
与从优待警相结合，把增强队伍的凝聚力与
关心干警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切实维护
好、 保障好基层法院检察院干警的切身利
益，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增强其归属感和
职业认同感。

刘健代表：

固本强基
加强基层“法检”人才队伍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企业走出去增多，相应对涉外法律人才
的渴求也在急剧上升， 但是培养涉外法律服

务律师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月29日，省人
大代表余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余缨说，从我省情况来看，境外法律服务
需求量不断增加， 但境外法律服务人才相对

匮乏；境外法律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但境外
法律服务能力相对较弱； 境外法律服务国际
协作趋势不断增强， 但我省境外法律服务网
络的搭建尚不足以覆盖湘企出海的全部国家
和地区。

对此，余缨建议,应加强与海外律师交流合
作，构建全方位涉外服务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要
向开放型经济的省份学习，在强调“走出去”的
同时，关注“走出去”的法律风险防范，多方投入
培养本省涉外律师人才，打造涉外法律服务“湘
军”，服务湘企“出海”，护卫湘企“返航”。

余缨代表：

加大涉外法律人才培养
护航“湘企出海”

1月27日上午，杨芳代表（前右一）在湘潭市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就加强农村教师队
伍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1月26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代表团石志刚代表（左二）在分组讨论会上就加
大农产品奖补和出台农业保险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邹晨莹

原本担心 ，经济下行压力之下 ，今年
两会是否会成为企业家们的“诉苦会”，然
而，事实证明，这种担心纯属庸人自扰。聆
听两会现场代表委员们的肺腑之言 ：“站
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风口，民营企业不仅
不会离场， 而且要再出发再创业。”“智能
制造这条路坚决要走，哪怕亏个十年也要
坚持！”类似这样的亮眼“金句”，让人在冬
日里倍感温暖和力量。

“信”为人言。尽管当下存在许多不确
定因素 ，一些企业仍面临困难 ，但两会现
场碰撞出的思想火花，让人对经济发展规
律的认识更加深化，对未来大势的分析更
为明朗 。有代表委员激昂陈词 ，疾呼官员
要“敢于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有代表委
员呼吁 “从解决投融资信息不对称做起，
别让企业倒在黎明到来之前 ” ……言语
中 ，有对时势的冷静思考 ，更有应对挑战
的勇毅 。信心 ，可以抵消外在风雨带来的
冲击，也可能会比外在机遇更加有效支撑
起高质量发展。

信心来自于前景。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
及，进一步推进降成本、补短板，重点解决
企业融资、电力、社保、物流和涉企收费等
方面的问题，让企业得到实惠、轻装上阵。
而这些政策支持背后， 还有各地不断从优
化营商环境、 提振市场信心等关键环节发
力，把政策的支持有效转化为实在的信心。

信心来自于创新。 湖南正不断涌现出
新兴优势产业， 无不与鼓励创新之风气有
关。新产业、新业态更显年轻态，创新带来
的社会活力撑起了强大信心。

时序更迭，岁月峥嵘。随着2019年省两
会胜利闭幕， 湖南又将开启一段新的奋斗
征程。过去几天，我们回顾了2018年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场场审议
与讨论，汇聚民意、反映民声、集纳民智，将
全省人民的殷切期盼， 升华为2019年的目
标任务和重点工作， 勾勒出更美好生活的
模样。

有道是，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同样，面
向未来，收获什么都不如收获信心。信心如
饱含了花粉而变得浓稠的春风， 芬芳锦绣
潇湘，芬芳三湘儿女。

两会时评

收获什么都不如收获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