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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淼玲 王曦

法，国之重器。奉法者强则国强。
党的十八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正

在三湘大地、芙蓉国里成为生动实践。
“要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提高运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推动工作的
能力，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杜家
毫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郑重承诺，掷地有
声 ，振奋人心 。代表 、委员对此展开热议时认
为，十八大以来，法治湖南建设加速推进，今年
又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在全国已
具有样本意义的“法治湖南”，应乘势而上，顺
势而为，勇开新局，再奏强音。

给权力套上“紧箍咒
盛世潇湘，法治先行。
“‘法治湖南’已成为湖南的一张名片！”谈

到我省在推进依法治省过程中的积极探索，代
表、委员们满是自豪。他们说，2014年12月25日
省委关于印发《湖南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
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中央要求上来，扎实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
实，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省、加快法
治湖南建设，再次奏响了时代强音。

既高屋建瓴、搞好顶层设计，又脚踏实地、
做到切实管用；既讲近功，又求长效。近几年，
我省切实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初步形成了具有
湖南特色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2008年4月，省
政府制定出台了我国首部行政程序规章———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 着重对行政主体、决
策程序、执法程序等作了具体规定。省人大代
表、湖南师范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薛
开伍认为，这很好地解决了拍脑袋决策，办事
不公开等痼疾。

2011年5月， 全国第一部专门规范政府服
务行为的省级规章《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出
台，使中央多年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理念的制
度化，首次在省一级政府得以实现。省人大代
表、湘乡市委书记胡海军，省政协委员、绿之韵
集团董事长胡国安说：“出台这个规定，就是要
在服务上做加法，管制上做减法，让公共服务
更规范便捷，让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2012年11月20日，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
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工作的意见出台， 实现

“率先建成法治政府”的战略目标，其时已至，

其势已成。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权力是烈马，如果不系上缰绳，它就会变

得无法驾驭。
九龙治水、政出多门的乱象，源于没有厘

清“权力清单”；“放水养鱼”、“以法代管”导致
权力寻租，是因为没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

2011年，省政府对各级各部门的执法依据
进行新一轮修订完善，进一步厘清了“权力清
单”，并将办事事项全部纳入省政府门户网站，
方便群众办事和进行监督。

过去，“红头文件” 多而滥， 有的“相互打
架”， 群众意见很大。 为了从源头上进行规范，
2009年7月，我省制定出台了《湖南省规范性文
件管理办法》，在全国率先建立并推行规范性文
件的登记制度和有效期制度， 全面清理1978年
以来省政府制定下发的规范性文件。最近几年，
全省共清理规范性文件10余万件， 废止和宣布
失效数万件，彻底厘清了规范性文件“家底”。

以往，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行政执法权
就像一块橡皮泥，可以随意拿捏，容易造成“权
力寻租”、“执法腐败”。2009年11月， 我省制定
出台了《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权办法》，在全国
率先建立了行政裁量权的“综合控制模式”，对
行政裁量权进行全面、系统规范，压缩行政执
法中的弹性空间。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
线。省人大代表、安化县六步溪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主任李德辉，省政协委员、共青团长沙市
委副书记叶妙认为，除了依法行政，还必须公

正司法。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要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将权力晒在“阳光下”
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
我省不断创新政务公开机制，着力推进行

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规范运作。2011年，省政
府门户网站共发布政务信息5万多条， 成为企
业和社会公众获取政府信息的重要渠道。各市
州、县市区政府普遍建立了门户网站，及时公布
本地政务信息，家喻户晓。

代表、委员们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主动接受公众监督，自我
加压，情真意切。

“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律的生
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省采
取切实措施，确保各项法律规章制度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

近年来，省政府对全省26万公务人员进行
了培训，不断提高行政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
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同时，省委、省政府
采取强有力刚性措施，出台了《关于开展政府绩
效评估工作的意见》，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加强绩
效管理，开展政府绩效评估，并将依法行政考核
纳入绩效评估体系。

省人大代表、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张早
平，省政协委员、澧县副县长杨莉谈到，指挥棒
是风向标，考核的指挥棒变了，依法行政才能跟
着转，依法治省才能不断推向纵深。

依法治国“中国梦”，万里江山展画图。
“法治湖南”的巨舰正破浪前行，驶向又一

个春天。

“经典老药回归
可减轻患者与财政负担”

省政协委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厅长 彭崇谷

据我了解，很多困难群众生病后，医保报
销后自费部分仍然很高，难以承担，翻开账
单，发现他们本可选择一些普通药品进行治
疗，却选择了高价药物，因为所在医院没有
这类药品储备， 只有选用相对较昂贵的药
物。我的一位同事，有次在外地出差患上感
冒，上医院想买点自己惯用又便宜的甘草片
止咳，结果医院回答没有，不得不服用贵许
多的西药。

根据2014年最新的医保报销药品目录，
我国又将438种药纳入医保， 很多经典老药
也在其中。然而，许多医保目录中的廉价药
品现在很难在医院买到，国家的好政策老百
姓享受不到。

我建议有关部门出台相关政策， 通过进
入医保目录、扶持生产企业等方式，让老百
姓喜欢的传统经典老药重回药店和医院，如
患者需要解热镇痛，可以选择不超过20元的
药物替代一两百元的输液治疗，那无论是从
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还是从节约医保资金、
合理使用医疗资源的角度来看，都是一举多
得的好事。

“将更多经典老药
纳入药品零差价政策支持”

省政协委员、
永州市三人民医院院长 李向斌

很多经典老药经济实惠，如今在医院却难
觅踪影。在我看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我所
知，为保障贫困群众看病问题，许多药品已经

10多年未曾提价了，而这些药品的生产、运输
等各环节成本却在不断提高，药厂为了不亏本
不得不将其停产。同时，一些医生用高价药物
开处方已成习惯， 许多患者自身迷信高价新
药，也导致低价药物销量渐少。

如今，我国已实行“药品零差价”政策，医疗
机构或药店以购入价卖药给患者， 由政府进行
补贴。 我建议将更多经典老药纳入药品零差价
政策范围，惠及更多群众。同时应该依照当今社
会的经济成本，对许多经典老药重新定价，唤起
制药企业生产积极性。此外，医院应当对医生和
患者加大教育宣传力度， 医生推荐患者使用疗
效好、较便宜的经典老药。

“通过市场定价机制，
保证生产企业合理利润空间”

省人大代表、
常德药圣堂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朝晖

经典老药一药难求， 归根到底还是因为
难以盈利。 从药店来讲， 需综合考虑产品毛
利， 那些低毛利或是负毛利的常用药品还会
受到其他高价药的挤压，库存得不到保障，店
员不愿意销售；从制药企业来讲，其实很想为
老百姓提供物美价廉的药品， 但现在制药企
业生产成本大幅增长，原料价格上涨，人工成
本增加，尤其是GMP改造带来固定投入增加，
药品价格要适当上调才能保证盈利。 因而适
当的药品价格上涨，老百姓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一些常用的低成本药品，药价虚高，那就让
人难以理解。

我建议依靠国家层面政策引导，建立更加
灵敏反映成本变化和市场需求的定价机制，保
证合理利润空间，扶持“经典老药”入医保目
录，调动生产销售积极性；另外，加大对生产企
业引导支持，降低生产成本。只有各方都有合
理盈利，才能保障经典老药停留市场。

“希望经典老药
回到乡镇医院和药店”

省人大代表、
新宁县回龙镇杨桥村支部书记 王书云

0.8元钱一支的青霉素、0.5元钱100片装的三
黄片、0.3元钱一支的无极膏……这些经典老药现
在只能出现在我们的回忆中了。得个感冒输点液，
每次都要百来元钱。经典老药难寻，我觉得还是一
个“利”字在驱动，一支原来的老无极膏，售价几毛
钱，可“改头换面”后，成分还一样，售价就提高到
上10元了，涨了近30倍，提价幅度太快了些。

我建议政府加强统筹，加大对经典老药生
产企业的扶持力度，减少销售中间环节，让经典
老药重回市场。尤其要支持经典老药回到乡镇、
社区医院，老百姓才能得到真正的实惠。

“残障人士定点看病的医院
和药店，尤其需要经典老药”

省政协委员、
株洲市荷塘区袁家湾社区专干 唐波

“1元钱的止咳糖浆，绿药膏、解热镇痛散、
仁丹……”这些经典老药味道一直留在我的记
忆中。对于向我这类残障人士，因为体弱多病，
经常需要用药，然而，无论是我所在的社区医院
或是附近药店都已找不到它们的踪迹，只能被
动选择价格较高的药物。

政府对残障人士有专门的看病优惠政策，有
定点免费医疗卡， 我们凭卡可到定点医院和药店
看病。我发现即使在定点医院看病，我们也选不到
低价药品。有时我患点小感冒，明明只要几元钱的
感冒药就可治好，可是医院却表示没货，一下子给
我开好几盒药，花上几十上百元，我很心痛。残障
人士定点看病的医院和药店，尤其需要经典老药。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王曦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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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湖南”奏强音
———代表委员热议依法治省

两会好声音

还记得吗？1元钱的绿药膏、VC银翘片、解热镇痛散……这些经典老药，我们已经
很久没能找到了。请听代表委员的声音：老百姓喜欢的经典老药为何会消失———

经典老药去哪儿啦？

代表建议、 委员提案集萃

会展业是二十一世纪的黄金产业，是
现代服务业的高端产业。 发展服务业尤其
是会展业更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理性选
择。近年来，我省以长沙为龙头的会展业快
速发展， 但几乎所有的大型会展都是政府
举办或者政府主导，持续运营难以为继。

我省会展业要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走
市场化道路， 要积极引导民间会展业发
展。现在，我省民间会展业呈现良好的发

展趋势。由中国公共外交学会举办的“湘
江论坛”， 已在长沙市望城区成功举行了
两届，社会影响好，有望长期落户我省。

我建议： 政府加强政策和资金引导，
支持会展业持续健康发展。支持望城区利
用格塘现有的条件，打造一个城乡一体化
的样板工程，为每年的“湘江论坛”提供基
础性支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整理）

张早平代表———
支持会展业走市场化道路

陈皓代表———
保护谢冰莹故居， 打造湘中文化旅游名片

著名爱国女将军、 作家谢冰莹故居，
是我省弥足珍贵的抗战文化、涉侨与涉台
文化遗产。目前，娄底正在全力推进谢冰
莹故居保护,筹建集参观、爱国主义教育、
文化交流、侨务引资引智及旅游休闲于一
体的“冰莹故居文化园”，将其打造成湘中
文化旅游品牌，融入湖湘文化大旅游品牌
线路。

建议大力宣传谢冰莹抗日爱国精神

及其英雄事迹，支持筹拍系列影视作品和
举办主题宣传。将“谢冰莹故居侨务文化
交流基地”及“冰莹故居文化园”项目纳入
“十三五”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争取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将谢冰
莹故居特批列入“国保”单位、省“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基地”
及其他文化旅游规划。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晓辉 整理）

我省有智障人士28.4万人， 其中就业
年龄段智障人士有14.3883万人。 据省残
联最近的调查显示， 全省的14.3883万智
障人士仅有不到100人实现支持性就业。

最近，我就智障人士就业和社区生存
状况做了一个调查，90%以上的家庭及其
智障人士希望获得工作机会，享受专业的
特殊教育。

我建议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强智障人士
的职业教育， 设立庇护工厂和社会福利性
企业；倡导全社会接纳智障人士，大量培养

就业辅导员等支持性就业专业人士， 通过
就业辅导员和社区人群有效持续支持系
统，帮助智障人士在社区或企业就业工作，
使智障人士生活正常化、有尊严。

现阶段, 要在高职专科学校开设针对
智障人士的特教班，依托全省各地的特教
学校和高职特教班，大量开设智障人士的
实习基地和社区工作环境模拟实习基地。
政府支持开发适合智障人士就业的公益
性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甜 整理采写）

史铁尔委员———
全社会帮助智障人士实现就业

1月30日， 郴州市代表团代表在审议大会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月31日， 张家界市代表团代表在讨论两院工作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月31日， 株洲市代表团代表在审议两院工作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1月30日， 衡阳市代表团刘诗真代表在分组讨论会上发言。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