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王为薇

3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 目的是为老百姓过
好日子。近日，8位身为市(州)委书记、市(州)长
的在湘全国人大代表给记者算起了各自主政
市州的“细账”。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抠门”背
后的政府账单和百姓福利。

“抠管家”，算细账
3月10日下午5时40分，全国人大代表、娄

底市委副书记、 市长杨懿文走出小组审议会
场后，立马拨通了该市财政局工作人员电话，

“我问问实施减税降费对于娄底企业的具体
利好预期。”

“从短期看，对地方的财政收入来说，减
税降费确实是一个考验。” 杨懿文举了个例

子，“从目前初步了解的情况看， 增值税税率
可能下调2个点，对娄底市目前以钢铁、水泥
等少数大型企业为主体的税源结构影响尤为
重大，初步预测，此项政策调整后，全市减收
增值税大约为8.6亿元。”

面对“减税降费”这一两会热词，各位市
（州）委书记、市（州）长在诉说压力的同时，将
焦点直指“过紧日子”。

荩荩（下转3版）

� � � � 湖南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记者 刘文
韬 ） 今天是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提出
议案截止日。 记者从湖南代表团议案建议
组获悉，截至今天，湖南代表团共提出议案

17件。
这17件议案中，3件是关于制定法律的

议案；13件是关于修改修订法律方面的议案，
涉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合同法、土地管理法、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民事诉讼法、婚姻法、反
不正当竞争法、 高等教育法等法律；1件是关
于开展中小企业促进法实施情况执法检查的
议案。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在万物复
苏、 春意盎然的美好时节， 我们迎来了第
41个植树节。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实现
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 就生态文明建
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形成
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在参加十三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以“四个一”精辟阐释了
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 进一步明确了党对
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为我们开展
植树造林、 推进绿色发展提供了方向指引
和根本遵循。

植树造林是增加森林资源的主要途径
和生态修复的重要措施， 对于建设天蓝地
绿水清土净生态强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
用。近年来，全省广大干部群众自觉履行公
民植树义务，积极投身国土绿化，致力改善
生态环境，取得了丰硕成果。到2018年底，
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59.82%，森林蓄积量
达到5.72亿立方米。同时也要看到，我省提
高国土绿化水平的任务依然艰巨， 全省还
有2000多万亩石漠化地、760多万亩“裸露
山地”、5000多万亩水土流失面积和200多
万亩重金属污染地需要治理。 我们要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大力推进造林
绿化和生态文明建设， 努力增加森林资源
和城乡绿量，使三湘大地天更蓝、水更清、
地更绿。

植树造林、生态复绿并非一日之功，贵
在久久为功、善作善成。这需要各级各部门
认真落实党政领导干部任期造林绿化责任
制和部门绿化分工责任制， 各级绿化委员
会充分发挥统一领导义务植树和城乡绿化
的职能作用， 加强统筹协调， 形成工作合
力。 坚持城乡统筹发展， 服从城乡绿化规

划，以义务植树为引领，切实改善城乡生态
环境，美化宜居生活家园。紧密结合创建全
国绿化模范城市、森林城市、园林城市和全
国绿化模范县市区， 充分利用城市及周边
闲置土地、荒山荒坡、污染地带，通过见缝
插绿、拆违建绿、开墙透绿、立体覆绿等措
施，努力打造林路相拥、林水相依、林城相
融的森林城市。 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目标，积极开展乡村绿化美化行动，因地
制宜加快庭院绿化、四旁绿化、休憩公园建
设，形成一批森林小镇、美丽村庄，增强农
村自然底色， 着力打造生态宜居的美丽乡
村。坚持实事求是、遵循客观规律，讲究科
学植树、科学营林，提高造林绿化质量，确
保栽植一棵、成活一棵，栽植一片、成林一
片。坚持依法治绿，严厉打击毁林毁绿等不
法行为，加大森林防火和病虫害防治力度，
保护好来之不易的绿化成果。

良好生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植树
造林是最普惠的民生工程。 各级各部门要
加强宣传教育，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国土绿化的积极性，
努力把建设生态强省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
行动。认真实施《全民义务植树尽责形式管
理办法》，落实好造林绿化、抚育管护、自然
保护、认种认养、志愿服务等尽责形式，拓宽
义务植树载体，把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持续引
向深入，形成全社会惜林、造林、护林的国土
绿化格局和植绿、爱绿、护绿的浓厚氛围。

只有绿化才能美化， 只有山清才能水
秀。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是高品质
生活的成色。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持加强生
态环境保护建设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
开口子，携手植绿护绿，建设生态强省，探
索走出一条以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为导向
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为美丽中国建设作
出湖南应有的贡献。

� � � � 新华社北京3月11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
近日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
层减负的通知》，明确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
层减负年”。

中央办公厅有关负责人11日介绍说，去
年年底， 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份材料上作出重
要批示， 强调2019年要解决一些困扰基层的
形式主义问题，切实为基层减负。《通知》明确
提出将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充分体现
了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基层、 关爱干部的深厚
情怀，表明了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恒狠抓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 树立了
为基层松绑减负、 激励广大干部担当作为的
实干导向。《通知》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对解
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作出进一步
部署，有利于更好激励广大干部崇尚实干、担

当作为，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通知》围绕为基层减负，聚焦“四个着

力”， 从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思想教
育、整治文山会海、改变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
频过度留痕现象、 完善问责制度和激励关怀
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务实管用的举措。

针对目前文山会海反弹回潮的问题，《通
知》在这方面定了一些硬杠杠。一是层层大幅
度精简文件和会议； 二是明确中央印发的政
策性文件原则上不超过10页， 地方和部门也
要按此从严掌握；三是提出地方各级、基层单
位贯彻落实中央和上级文件， 可结合实际制
定务实管用的举措，除有明确规定外，不再制
定贯彻落实意见和实施细则； 四是强调少开
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对防止层层开会作
出规定。

《通知》着力于解决督查检查考核过度留
痕的问题，明确提出要强化结果导向，坚决纠
正机械式做法。针对有的地方和部门搞“责任
甩锅”，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通
知》要求严格控制“一票否决”事项，不能动辄
签“责任状”。《通知》还要求对涉及城市评选
评比表彰的各类创建活动进行集中清理，优
化改进各种督查检查考核和调研活动， 不干
扰基层正常工作。

此外，《通知》 还对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作
出安排，提出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建立
由中央办公厅牵头的专项工作机制。 各地区
党委办公厅要在党委领导下， 负起协调推进
落实责任。

（《通知》全文见16版）

� � � �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机
失事造成大量人员遇难

习近平向埃、肯两国
总统致慰问电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己亥年二月初六
第25107号

12
2019年3月

星期二

今日16版

邮发代号 41-1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 � � � 新华社北京 3月 11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11日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客
机失事造成大量人员遇难分别向埃塞俄比
亚总统萨赫勒-沃克、 肯尼亚总统肯雅塔
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埃塞俄
比亚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失事， 造成包括埃
塞俄比亚、肯尼亚、中国公民在内的重大人

员生命损失，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
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遇难者表示沉痛
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相
信埃塞俄比亚政府能够有效做好善后工
作，中方将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同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埃
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致慰问电， 向遇难者表
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 � � �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
减负的通知》

明确2019年为“基层减负年” 让绿色成为
湖南最靓丽的名片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许达哲

（2019年3月12日）

湖南代表团提出议案17件

打造创新创业创造沃土
———代表委员谈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激发“鲇鱼效应”，
促进新一轮改革开放

———代表委员解读外商投资法草案看点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刘笑雪 李国斌
何金燕 陈昂昂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
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福建代表

团审议时强调，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
度释放全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 不断增强
我国在世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代表委员中
引起强烈反响。 对于正在建设创新型省份的
湖南来说， 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发展环
境，推动高质量发展？代表委员们纷纷畅谈了
体会和打算。

为不断增强国家在世界大变局
中的影响力、竞争力作出湖南贡献

“当前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
快，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鼓励创新创业创造，对于湖南创
新型省份建设、推进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明确了
方向，意义重大。”代表委员们表示，湖南将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创新主体、创新资
源、创新环境等方面持续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
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为不断增强国家在世
界大变局中的影响力、竞争力作出湖南贡献。

近年来， 湖南把创新创业创造贯穿于建
设发展之中，全面推进科技、产品、文化和管
理创新， 制定实施加快推进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发展、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减税降费、
人才引进、科技企业孵化等系列政策，为推进
高质量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和环境。

来自工信系统的曹慧泉代表表示， 我们
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创
新型省份建设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体制机制
创新，统筹推进各类创新平台建设，深化制度
创新和开放创新， 大力推进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建设，加快培育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完

善引才用才机制， 为创新创业创造营造良好
环境、提供优质服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转入
到创新驱动轨道上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让来自高端
装备制造企业的詹纯新委员对企业未来的发
展有了更深思考。

“目前，中国的制造业与国外先进水平相
比，还存在一些差距，但差距正在缩小。要实
现后发赶超， 必须集中力量突破个别基础零
部件受制于人的问题， 加强技术和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建立以技能工人、工匠为领头的技
术队伍。”詹纯新说。

詹纯新建议，将产品与大数据、平台、人
工智能等现代科技相结合， 并根据国内外市
场需求， 不断研发新产品， 在基础技术上创
新，提升产品的技术和质量。同时，加强人才
建设，吸纳优秀人才，充分鼓励和调动人才积
极性，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并用现代技术管
理好企业。 荩荩（下转2版①）

政府的“紧日子”怎么过？百姓的好日子什么样？

市州“管家”抠 民生“福袋”鼓

两会知识
进课堂

3月11日， 老师给学生们
讲解两会知识。当天，东安县
舜德学校初1802班举行“聚焦
两会·健康成长”主题班会。随
着今年全国两会的召开，该县
76所中小学校均开设两会课
堂，培养学生从小关心国家大
事的意识。

严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张斌 苏莉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草案）》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后，连
日来，代表委员非常关注、热议不止，对草
案的“看点”进行了进一步解读。

看点一：明者因时而变，草
案出台正当其时

李江南代表认为， 改革开放40年来，
国内国际环境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因
此法律也要及时跟上形势，作出调整。从现
阶段情况看，“外资三法”（中外合资经营企
业法、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
越来越难以适应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需
要，急需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统
一的外商投资基础性法律， 为新形势下进
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
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通过制定和出台外商投资法，充分彰
显了我国以法治手段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
和信心。它表明，中国不仅不会停止改革开
放步伐，相反，大门会越敞越开，步伐将越
迈越大。” 李江南谈到。

“外商投资法草案，是把党的十八大以
来外资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成果通过立法
予以巩固， 是对外商投资领域相关法律法
规的一次系统总结， 我坚决拥护和赞成！”
刘飞香代表认为， 草案与当前政府的机
构改革、“放管服”改革精神也高度一致。
比如，草案规定，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
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体现了
内外资一致的原则， 将让中国的外资管理
模式与国际开放程度较高的国家接轨，
实现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 有利
于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又比如，

草案强调， 外资企业同等享受政府支持
政策、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公平参与政
府采购活动、 与内资企业一样享有融资
便利， 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公平竞争性。

潘碧灵委员谈到， 外商投资法草案总
体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经
济发展成果， 坚持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和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回
应了国际社会的重点关切， 奏响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时代强音。

看点二：“新官不理旧账”
等做法行不通了

赖明勇委员谈到， 外商投资法草案提
交此次大会审议， 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水
平的新高度。

他谈到，草案里，给外资和内资同等的
国民待遇，并列出48项负面清单，体现了
我们坚持竞争中性原则， 打造公平便捷营
商环境。也说明在对外开放的制度安排上，
我们正逐步跟国际通行规则进行对接，构
建自己制度的开放体系， 有利于提高我们
引进外资的质量。

赖明勇认为，制定和实施外商投资法，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 将促进我们新一轮的
改革开放。即通过外部的压力，来促使我们
更好地实现现代化， 推动治理能力和水平
不断提高。外商投资法出台后，内资外资处
于同等地位，给内资的优惠政策，外资也可
以享受。比如我们湖南要招商引资，既可以
招内资，也可以招外资，此时，对改善营商
环境和提升地方政府管理能力， 就是一种
倒逼，原来的“新官不理旧账”等做法都行
不通了。

荩荩（下转2版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