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猴票：司法改革必须以维护
人民利益为根本 ， 加强权力监督制
约，以法律保障司法公正 。在保证司
法独立的前提下，建立政法系统财政
保障机制 ， 使司法不受制于当地政
府 ， 当地政府和公检法机关各司其
职，建立正常的司法秩序 ，并通过人
民陪审团，使人民群众能够行使其对
司法的监督权。

@天地人民心：科学立法要有预
见性、现实性、普遍性 、可行性 ，更要
与时俱进。科学立法是依法治国的充
分必要条件。

@liufanglun：司法改革和法律制
定， 应超前于现实生活的实践范围，
不是对生活实践中违规的被动性惩
处。刑法之外的法律执行 ，应该保障
民众思想行为在该法律内的正常活
动，且要保障赋予权利的行使和义务
的履行。避免因执法者的谬误而出现
偏差，或是由此导致民众对法律的对
抗。

@天涯风雨1112：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关键是必须解决司法标准统一
的问题。司法独立，加强社会监督。加
强问责措施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

@19490727： 司法改革的一个
目标就是要解决好 “权大还是法大”
的问题，只有真正树立起法律的绝对
权威，才能使全体公民及领导干部敬
畏法律，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

@江武生.blog：首先应制定切实
管好司法工作人员的制度，从而进一
步落实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 、执法必
严、违法必究，并用规章之力，告别选
择性的执法。二是由无利害关系的第
三方的人员组
成 “审查委员
会”，形成刚性
的监督力量 ，
避免冤假错案
的发生。

湖南日报
记者 黄晓辉
整理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观点】
加强湖南武陵山片区、 罗霄山

片区村卫生室建设。
【背景】
乡村医生及其所在村卫生室主

要为农村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
医疗服务， 是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
务网络的“网底”，长期以来在维护
广大农村居民健康方面发挥着难以
替代的作用。 但就我省村卫生室建
设的整体状况来看， 存在的问题不
容乐观，特别是武陵山片区、罗霄山
片区村卫生室基础设施条件差、村

卫生室建设财政投入严重不足、未
设置村卫生室的“空白” 行政村较
多、乡村医生整体素质偏低、村卫生
室药物缺乏等现象较为普遍。

两个片区属于我省“老、少、片、
区”地区，共有行政村16995个，但未
设卫生室的村有2501个， 另有74%
的行政村卫生室设在乡村医生家
中， 或由乡村医生租赁他人房屋开
展医疗卫生服务。服务场所不稳定，

业务用房面积狭小、简陋、陈旧，甚
至医疗卫生设施设备与日常生产生
活用品一起混放，分区不合理、消毒
不严格， 存在着严重的医疗安全隐
患。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沈绿叶建议，国

务院及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出台落
实国务院年初常务会议关于推进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有关制度措

施，重点支持武陵山片区、罗霄山片
区未建设和未达标的行政村卫生室
开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并将建设
任务纳入两个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
攻坚实施规划，加大建设资金投入。
同时想方设法提高村医待遇和医疗
服务能力， 为两个片区的农民群众
提供环境优美、 方便快捷、 安全优
质、价格低廉的基本医疗服务。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李勇

【观点】
农业产业现代化的关键， 是让

农业土地资源资本化。
【背景】
全国政协委员戴晓凤发现，现

在的土地流转制度设计规定， 农业
经营主体只能以租赁农村土地承包
经营权的方式流转土地， 在会计账
务处理上， 所有对土地的投入都以
各项费用形式计入资产负债表。在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下， 农业生产
的组织是以家庭为单位， 生产过程
没有经济核算，土地成本、土地收益
与土地增值等， 既无计价， 也无记
录，也就无资本积累一说。农业企业

流转土地不能够以资本化资产进
入企业， 这与一家一户生产方式
无异。 无论是农民家庭， 还是企
业，或是政府，持续在土地上的投
入，虽然都附着于土地之上，但始
终没有能够形成可以用经济核算
方式来体现的资本资产形态，也
就意味着农业产业始终没法完成
资本的原始积累。

【建议】
全国政协委员戴晓凤建议，把

农村土地流转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
作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不仅要建立农业企业的土地资本的
核算制度， 也要建立农村集体组织、
家庭农场以及各类农业合作组织的
土地资本核算制度，从经济核算角度
出发考虑土地资源资本化的路径更
具有操作性，这是培育农业经营主体
的最关键条件。同时，要建立土地资
本估值、审计等中介服务体系，以此
推动农业产业要素市场的完善与发

展，促进土地与资本、与技术、与人才等
要素的充分结合。只有建立一个通畅的
农业产业发展的要素市场，才能给农村
注入更多“活水”，农业产业现代化才可
实现。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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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习大大‘合了影’”
【两会闻】3月4日上午，记者在驻

地宾馆的电梯里偶遇刚从人民大会堂
回来的杨莉代表。“看， 这是我和习大
大的合影！”杨莉掏出手机向记者“显
摆”。记者接过一看，是张自拍照：杨莉
坐在座位上， 隔着一条过道的后一排
座位上坐着习近平总书记！ 杨莉告诉
记者，今天的预备会议是“随便坐”，正
当她在第6排坐下时，回头看见习总书
记坐在第7排。 趁着会议还没开始，兴
奋不已的杨莉赶紧掏出手机拍下了

“合影照”。
【日报说】共产党人，平民情怀最

动人。 中央领导都以质朴务实的行动
做了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若还端架子，
哪还好意思？

人大新闻发布会：
问题很刁 回答很妙
【两会闻】3月4日上午，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
会堂新闻发布厅举行。记者亲历，现场
提问很尖锐、很敏感。如，中国的反腐
问题如何治标又治本？ 毒奶粉、 毒胶
囊、地沟油问题怎样解决？新环保法如
何给力空气、土壤、水污染治理？以及
燃油税上调、 反家暴法出台、 国家安
全、国防预算等等。在谈到内地与香港
的关系时， 大会发言人傅莹睿智地用
热播电视节目“奔跑吧，兄弟”来比喻
两者关系：多念彼此的好。

【日报说】提问越发尖锐，回应愈
加解渴，电视机前的观众看得好过瘾。
两会这一“没有墙的会场”，让人深切
感受到中国民主政治“开放的气场”。

家乡特产“推销员”
【两会闻】来北京开“两会”，休息

时， 许多全国人大代表当上了家乡特

产的义务“推销员”。张青娥代表自费
带来了安化黑茶。她说，黑茶是安化
的支柱产业之一， 也是当地老百姓
的致富茶，希望把这些纯天然、无添
加的黑茶给其他代表尝尝， 让更多
人了解黑茶、关注黑茶。会后就餐时，
阳国秀代表把果秀产品带进了餐
厅，分给其他代表品尝；来京高铁上，
胡建文代表分享舜华临武鸭新产
品，请大家谈口感、提建议。

【日报说】都说酒香不怕巷子深，
如今这个理论可早过时了。 代表们
把湖南的好东西介绍出去， 也是为
家乡的发展作贡献。

湖南日报记者统一着装，
代表委员“点赞”

【两会闻】“你们今年都穿着清
一色的藏蓝色小西装， 精气神简直

‘棒棒哒’！”3月4日， 集体前往驻地
宾馆餐厅吃饭的湖南日报前方记者
们刚一走进门，就吸引了康为民、罗
祖亮、伍冬兰等代表的“眼球”。“这
个胸牌真不错， 我想留一个作纪念
好吗？”4日晚，《热点面对面———湖
南日报·三湘华声联合访谈》在前方
演播厅开始录制， 盛装前来的全国
政协委员冯丹藜刚进入现场， 见到
记者胸前的“湖南日报”LOGO非常
喜欢， 负责政协报道的记者高兴地
把LOGO牌送给冯委员。 今年全国

“两会”，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派出30
余人的“强大”阵容赴京，全景式报
道“两会”盛况。

【日报说 】记者忙碌拼“两会”，
可不是灰头土脸， 咱是一道靓丽的
风景！传播好声音、传递正能量，接
下来的“两会日”且看前方记者继续
为您奉上。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田甜
欧阳金雨 张斌 整理报道）

全国两会最新闻2015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观点】
网购，是为消费者提供方便、提

供产品质量、 价格信息和售后服务
咨询的引导消费平台， 应该在同一
政策环境、法律体制下，进行合法经
营、公平竞争。

【背景】
今天的网购， 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乱象丛生， 其弊端所带来的危害
要引起高度重视：一是线上看货、线
下交易，打乱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繁
荣。 二是部分网店以达到垄断经营
为目的，挑起商品价格大战，引发不

正当竞争，同时导致许多实体企业、
门店经营举步维艰， 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实体经济发展， 影响了经济
发展秩序。 三是以次充好， 假货横
行。 据中国质量万里行投诉部数据
统计，2014年全国各地消费者关于
网络购物投诉量高达46882件，而这
个数字在2013年仅为13206例，也就
是说，2014年的网购投诉是2013年

的近3.6倍。 一些网络销售行为几乎
已经发展成为了一种游离在国家的
法律制度与监管之外的投机行为。
四是严重影响实体企业投入资金进
行自主研发的积极性， 创新能力徘
徊不前， 受网购假货或无经济规律
的低价冲击， 甚至将动摇“中国制
造”的地位。可以说，网店经营行为
如果不进行严格规范， 将与实业兴

邦方向背道而驰， 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也将受到影响。

【建议】
由国务院法制办牵头， 各部门

联动清理整顿网店经营， 严惩网店
涉假、打乱经济规律、影响市场繁荣
等违法行为，维护经济规律，稳定市
场繁荣， 确保国民经济稳步健康发
展。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档案】
向平华：全国人大代表，慈利县

零溪镇副镇长， 象鼻嘴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作为来自最基层的
代表， 向平华始终将目光聚焦基层，
为老百姓的利益鼓与呼。

【故事】
向平华代表一身土家族服装，笑

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憨厚淳朴。
连续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履职8

年， 向平华初略算了算：“8年总共提
了68份建议，每一份都是用脚板扎实
跑出来的‘接地气’的建议。”

这些脚板跑出的建议带着新鲜
的“泥土味”，很多直接推动了相关惠
民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去年全国两会， 向平华提出建
议， 农村公路要坚决严查“超高、超
载、超宽”车辆，很快得到交通运输部
的答复。今年，他再去调研，农村公路

“三超”现象已大为改观。
从2009年起， 向平华连续4年呼

吁春运期间恢复在慈利县设火车停
靠点。2013年，慈利县火车站在时隔9
年后重新恢复春运业务，百姓欢欣不
已。

2013年，向平华提出建议：适度
放宽计划生育政策。不到一年，国家

“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出台。
一个个建议得到重视、 反馈、落

实，为老百姓带来了看得见、感受得到
的实惠。向平华说，这样的时刻，是一
个代表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今年全国两会，向平华带来了10
份建议，一如既往关注“百姓事”。建
议建立以村为主连片集中的老年幸
福院；建议规范收费标准，进一步完
善“新农合”惠民政策；建议将武贵高
铁荆州至张家界段项目纳入国家“十
三五”规划，在慈利设站，圆老区人民

“高铁梦”……这些建议，与群众利益
息息相关。

2011年，向平华在北京梅里亚新
闻中心接受了中外媒体记者的采访，
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位农民代表的风
采。他的心愿是：本届代表任期内，还
要争取去一次梅里亚新闻中心接受
中外媒体采访，更好地传递乡亲们的
心声。

【感怀】只要心中想着乡亲，乡亲
们永远感激你。 我是一个基层代表，
使命就是扎根基层，帮助乡亲们传递
真实呼声、解决实际困难。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全国人大代表黄志明建议———

打击网购乱象 维护实体经济

全国人大代表沈绿叶建议———

让村卫生室不留“空白”

全国政协委员戴晓凤呼吁推进农业土地资源资本化

给农村注入更多“活水”

3月4日， 潘
碧灵委员将阅读
后的报纸投进驻
地的 “爱心屋 ”
废纸回收箱， 方
便回收利用。 会
议期间， 他将提
议保护树木、 加
强园林建设， 倡
导 节 约 生 态 资
源。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脚板跑出来的建议“接地气”

树立起法律的绝对权威

全国两会进行时2015

微议两会2015

代表委员访谈2015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记者
刘文韬 蒙志军） 建设自贸区是我国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开放促改
革的重要举措。记者今天从湖南代表
团获悉，长沙拟联合湖北武汉、江西
南昌、 安徽合肥等3个长江经济带中
心城市，向国家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
区域自贸区。

长沙与武汉、南昌、合肥同属中
部内陆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城
市和中部崛起的重要增长极。4城市
具有良好的产业基础和产业协同性，
经济发展水平相近， 社会文化趋同。
随着城市间合作对接机制不断完善，
区域间投资、贸易、市场等要素流动
日趋频繁，企业合作、人员交流日益
密切，4城市互联互通初具雏形，具备
了共同申报自贸区的基础和条件。

在此次全国人大会上，胡衡华、

何寄华等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
议，呼吁国家支持长沙等4个城市共
同申报跨区域自贸区。建议认为，在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首个内陆跨区
域自贸区，对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建
设长江经济带具有重要意义。 一是
长江经济带覆盖地域广泛， 涉及部
门众多， 目前尚无成熟经验可供借
鉴。 在4城市建设跨区域自贸区，有
利于突破现行体制机制束缚， 为推
动长江经济带建设探索新途径，积
累新经验。 二是有利于打破行政区
划界限和市场壁垒， 促进市场要素
自由流动， 培育和完善统一的要素
市场； 有利于促进投资和贸易自由
流动， 建立统一规范的市场准入制
度和标准； 有利于促进区域通关协
作，推进通关一体化建设。三是目前
内陆地区尚无自贸区，4城市共同申

报跨区域自贸区，有利于凝聚特色、
规避竞争，有利于4城市在中部地区
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建设中担当更重
要角色，打造内陆开放发展新高地。

四是有利于长江中游城市群加快产
业集聚，促进资源整合，建设世界级
产业集群，实现创新驱动，适应经济
发展新常态。

打造内陆开放发展新高地

长沙等4省会城市
拟共同申报首个跨区域自贸区

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建议呼吁国家支持

■链接

4城市共同申报跨区域自贸区达成共识
根据《国务院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国务院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武汉、长沙、南昌被明确为长江中
游城市群中心城市，合肥被明确为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同属长江
中游城市群中心城市。4省会城市被赋予了战略定位： 建设中国内陆最大的
水陆综合交通枢纽群；打造中国内陆开放新高地，形成创新资源要素高密度
集聚区；培育若干世界级产业（制造业）集群；构建沿江绿色生态走廊，成为引
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性社会示范区。

今年2月7日， 第三届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在合肥召开，长
沙、合肥、武汉、南昌4市书记、市长齐聚一堂，围绕市场一体化、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环境保护联防联治、产业合作、社会公共服务共享等方面提出具体合
作事项，并对共同申报首个内陆跨区域自贸区达成了共识。

全国两会热线2015

镜采两会2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