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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新风
———记者手记

本报2月14日讯 （本报记者） 今
天， 省领导李微微、 李有新、 韩永文、
孙建国、 易炼红、 黄跃进、 蒋作斌、
陈君文、 陈长寿， 分别来到省十二届
人大三次会议各代表团参加审议。

用好外力 搞好项目对接

李微微参加了怀化市代表团的讨
论。 李微微说， 近年来， 怀化经济社
会不断进步， 民生不断改善， 实现了
平稳较快发展。 怀化的发展事关全省
的发展大局， 对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至关重要。 下一步， 要始终坚持改
革开放主旋律， 充分利用好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和政策优势， 不断增强发展
活力。 要充分用好外力， 打扫好“庭
院”， 开门迎客， 拿出“菜单”， 搞好
项目对接。 要进一步搞好城市建设，

建成功能完善、 环境优美的新型城
市， 为全省的发展增色添彩。

在参政议政中加强对
司法公正的监督

韩永文参加了湘潭市代表团的讨
论。 韩永文说， 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法治湖南建设， 是我们经济社
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希望各位
代表继续关注法治建设， 在参政议政
中加强对司法公正的监督。 近年来湘
潭经济社会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要抓
住中央、 省里全面推进深化改革重要
战略机遇， 进一步挖掘装备制造业等
优势产业发展潜力， 充分整合优势技
术集聚产业发展动力， 大力培育发展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加快市场机制建
设， 将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转化成湘

潭人民的福祉。

支持 “两院” 依法独立
行使职权

孙建国参加了郴州市代表团的
讨论。 孙建国指出， 要坚定不移
地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各级党委要加强和改善对政法工
作的领导， 更好地支持“两院”
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 “两院” 要
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 、 方
法， 为推进法治湖南、 平安湖南
建设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 深化
司法体制改革， 坚决打好反对司
法不公、 整治司法腐败的攻坚战；
继续把建设过硬的队伍作为一项
重要任务来抓， 抓紧抓实抓出成
效。

自觉维护人大代表形象和公信力

易炼红参加了长沙市代表团的讨论。 易炼
红说， 人大代表肩负着人民群众的重托。 希望
各位代表忠诚履职， 依法行使权利， 做到尽职
责、 守规章、 顾大局， 积极表达人民群众意
愿， 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自觉维护人大
代表形象和公信力。 当前， 长沙正处于发展关
键时期， 我们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凝聚力量、
坚定信心， 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带头引领作
用， 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全力推进

“六个走在前列”， 加快现代化进程， 共创长沙
更加美好的明天。

李有新、 黄跃进、 陈长寿参加了解放军代
表团的讨论。 蒋作斌参加了张家界市代表团的
讨论。 陈君文参加了株洲市代表团的讨论。

（执笔： 刘文韬 、 乔伊蕾 、 黄晓辉 、 田
甜、 冒蕞、 李勇、 唐婷）

促进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

省人大代表分组审议“两院”工作报告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苏莉） 今天， 出席省十二届

人大三次会议的省人大代表， 分组审议省高级人民法院工
作报告和省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代表们一致认为， “两院” 工作报告求真务实， 用数
据和事实说话， 充分体现出司法为民、 公正司法的理念。
过去一年， “两院” 认真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 不
断强化自身建设，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努力让人民群
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为推动我省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2010年以来， 公众满意度测评全省法院连续七次在
政法系统名列第一。 代表们认为， 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
对法院工作的肯定。“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推进审
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平台建
设。”过去一年，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深化司法公开和审判管
理方面所做的工作受到代表肯定。 代表们建议省高级人民
法院进一步深入推进三大平台建设， 加强数字法院系统应
用， 加大裁判文书公开力度， 有效公开执行信息， 让暗箱
操作没有空间， 让司法腐败无处藏身。

代表们在审议中谈到， 2013年， 我省检察机关立案
查办社会保障、 征地拆迁、 扶贫开发等民生领域的职务犯
罪368人，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资金管理使用、 资源开发
利用等涉农领域的职务犯罪199人， 积极维护群众利益，
值得称赞。 代表们建议检察机关对拐卖妇女儿童、 危害食
品药品安全、 环境污染、 危害公共安全等严重危害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的犯罪， 加大打击力度， 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和满意度。

代表们谈到， 过去一年“两院” 各项工作成效显著，
但也还存在一些不足。 代表们建议“两院” 以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继续加强队伍
建设， 提升执法能力， 强化自身监督和法律监督， 为维护
社会大局稳定、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作出新的贡献。

“北斗”在湖南
亮起来

本报记者 冒蕞 通讯员 沈念

“中国人自己的GPS， 我们有理由不去大力发展吗？”
省人大代表向志明在2月14日的分组审议会上建议大力支
持北斗卫星导航产业发展， 引起代表的共鸣。

2012年10月， 岳阳成为继上海、 广州之后第三个获
批“北斗应用示范” 的城市， 也是全国唯一获此称号的非
省会城市。 近年来， 岳阳市积极发展北斗卫星导航产业，
确立了建设北斗导航区域运营中心、 产业技术研发中心和
北斗城市应用示范基地、 北斗导航终端产品生产基地的发
展目标。

“卫星导航市场前景广阔、 效益巨大。” 向志明说，
卫星导航应用领域非常广泛， 可辐射交通、 水务、 林业、
国土测绘、 林业等多个领域， 能够向广大客户群体提供便
利、 定制化的服务。

“北斗导航产业必将成为发展热点之一。” 省人大代
表李运帷说， 湖南应以战略眼光加大对北斗卫星导航产业
的引导、 扶持力度， 抢占市场先机， 构建卫星导航产业园
区， 引导相关企业形成集聚效应， 衍生卫星导航产业链
条， 让“北斗” 在湖南亮起来。

“我对卫星导航产品非常感兴趣。” 省人大代表李大
为说， 在企业的安全生产、 物流等环节引入卫星导航产品
有助于提高物流运送效率， 为安全生产提供更可靠的保
障，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

吃得最香的一顿饭
本报记者 何淼玲

2月13日晚19时30分， 记者采访完毕， 和几个省政协
委员在驻地宾馆———湖南宾馆吃自助餐， 发现所有的菜盘
子几乎都见底了。 服务员小陈迎上来： “不好意思， 饭凉
了， 也没什么菜了， 要不要厨师加炒几个？”

“不用了， 这些剩菜够下饭的了！” 大家不约而同谢
绝。 把这些汤汤水水倒在饭盘子里， 搅拌均匀， 一阵风卷
残云， 饱了！

小陈过来收拾餐桌， 打趣道： “你们吃饱了， 这些泔
水桶这几天却一直 ‘吃不饱’！” 记者对旁边几个泔水桶扫
了一眼， 发现果然没装多少剩饭剩菜。

记者连续多年参加两会报道， 这顿晚餐， 虽然吃得
“光盘” 了， 却是会议就餐中吃得最香、 最舒畅的一次！

一粥一饭， 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 ， 恒念物力维
艰。 今年两会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铺张浪费， 从这些吃剩
的饭盆、 菜盘里， 已得到很好体现。

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省人大代表、 株洲市市长 毛腾飞

株洲要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依托先进制造业、
轨道交通、 航空动力、 新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优势产业，
尽快做成3个千亿级产业， 提升湖南产业核心竞争力。

株洲打造“中国动力谷”， 具有良好基础和明显优
势。 2013年三大动力产业集群实现总产值806亿元， 占
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的30%， 三大动力产业具有广阔的
市场前景。 株洲拥有“国家轨道交通装备高新技术产业
基地”、 “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 等国家级称号，
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工程中心、 重点实验室11
家， 形成了产业科技创新体系。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
梅、 尹泽勇、 丁荣军三位院士为代表的各类专业工程技
术领军人才不断聚集， 形成发展三大产业的人才支撑。
2013年9月， 株洲提出 《打造中国动力谷———株洲高新
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十年行动方案》， 获得科技部主持
的评审会上专家的高度肯定。

全力打造好“中国动力谷”， 需要整合各方面优势
资源， 合力打造。 建议借鉴武汉“光谷” 的做法， 明确
将“中国动力谷” 列为省级重大发展工程， 并积极争取
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来推进， 争取国家部委和省里
从政策、 资金、 技术、 人才和信息等多方面予以支持。

本报记者 陈勇 整理

将发展临空经济
列入省级重要发展战略

省人大代表， 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 刘志仁

临空经济是依托航空枢纽并在其周边吸引和汇集的

一系列相关产业， 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美国
达拉斯沃斯堡机场、 韩国仁川机场、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等， 都推出了临空经济区的建设计划。 我国共有28个省
市区规划了58个临空经济区。 2013年3月郑州航空经济区
综合试验区获批成为我国航空发展先行区， 立即吸引了
卢森堡货运航空公司、 苹果、 微软等公司将其作为国际
产品集散地。

湖南发展临空经济有资源及区位优势， 建议将发展临
空经济列入省级重要发展战略， 条件成熟时申报国家发展
战略， 重点支持长沙空港综合保税区申报， 并加强保税区
内相关产业培育、 招商引资的政策扶持力度。

本报记者 徐蓉 整理

推动茶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省人大代表、 吉首市委书记 秦国文

省委、 省政府作出了建设茶业强省、 打造千亿湘茶的
规划。 在武陵山片区发展茶产业， 具有独特的生态优势。
该片区旅游资源富集区， 游客增长趋势强劲。 通过旅游业
和茶产业融合发展， 推动武陵山片区扶贫致富。

建议从省级层面推动全省茶叶龙头企业到武陵山区投
资， 引导做大茶叶品牌。 推进以旅带茶、 以茶促旅的发展
思路， 将茶叶发展与旅游业有机结合起来， 大力发展茶园
生态观光游和茶文化体验游， 在湘西吉首打造中国最美茶
谷， 建设集贸易、 旅游、 休闲于一体的武陵山区茶叶集散
地。 本报记者 田甜 整理

做活棉花 “大文章”
省人大代表、 湖南银华润农棉花专业合作社

总经理 张燕

湖南是全国重要的商品棉生产基地， 棉花单产一直稳

居全国前三位， 棉花工业年产值达150亿元。 但长
期以来， 我省棉田基础设施老化， 棉花生产方式
落后， 棉花品种多、 乱、 杂， 严重制约了棉花产
业大发展。 去年受严重灾害天气影响， 我省棉花
产量下降， 棉农经济收入大幅减少， 近600万棉农
种棉积极性大大下降。

为推动我省棉花产业健康发展， 建议各级政
府积极引领棉花专业合作社或棉纺龙头企业参与
棉田土地流转， 进行集约化种植， 实现棉花种植
的规模效益。 同时， 选择一批经营水平高、 经济
效益好、 辐射带动能力强的棉花专业合作社或龙
头企业予以重点扶持， 提升棉花品种研发、 种植
和精深加工技术， 创建棉花现代农业示范区。

本报记者 唐婷 整理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
是普法工作重中之重

省人大代表、 石门县新关镇政府干部
陈建教

增强全民法治观念， 是推进法治中国的基础。
青少年是中国的未来， 民族的希望， 加强青少年
法制宣传教育是普法工作的重中之重。 《湖南省
法制宣传教育条例》 规定， 要把法制教育列入各
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计划， 对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
法制教育， 但受国家教育体制的影响， 以上规定
难以落实。 2013年6月， 国家教育部、 司法部等五
部门联合出台 《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
教育的若干意见》， 对学生法制教育要作为学校年
度考核内容。 建议省有关部门加快制订落实具体
方案， 真正发挥好中小学校在青少年法制教育工
作中的主阵地作用。

本报记者 贺佳 整理

抢抓改革机遇 推动科学发展
省领导参加代表团分组审议

记者听会

两会好声音

2月 12日 ， 益
阳市代表团代表讨
论 大 会 报 告 时 发
言。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2月14日 ， 邵阳
市代表团代表审议
“两院” 报告。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2月13日，委员们认真讨论大会报告。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