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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民族 籍贯 政治面貌 学历学位 现任职务 拟提请任命职务

李立群 男 1971.05 汉族 湖南邵阳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干部处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晓峰 男 1974.05 汉族 湖南浏阳 中共党员 本科 反贪局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汤宏伟 男 1969.03 汉族 湖南宁乡 中共党员 本科 监所处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钟孝明 男 1976.05 汉族 湖南浏阳 中共党员 研究生 民行处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雍志航 男 1968.12 汉族 湖南望城 中共党员 本科 申诉处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戴迎智 男 1970.03 汉族 湖南长沙 中共党员 本科 技术处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傅晓燕 女 1964.10 汉族 湖南蓝山 中共党员 本科 检务督察处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文飞跃 男 1958.05 汉族 湖南桃江 中共党员 本科 离退办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杜宇红 男 1967.06 汉族 湖南长沙 中共党员 研究生 反渎职侵权局副调研员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为进一步加强对省人民检察院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的监督， 增强其公信力和群众基础， 现对拟提
请省人大常委会任命法律职务人员进行任前公示：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
拟任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作
能力、 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
题， 同时对是否符合检察官法规定
的任职条件和有无检察官法规定的
任职限制情形进行监督。 举报人可
以通过信函、 电话或者到受理单位
当面举报, 并请签署或告知本人真
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

应当真实、 准确， 内容尽量具体详
细， 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核实线
索。举报人将受到严格的保护，但严
禁造谣中伤、串联诬告。

受理举报期间：
2015年11月5日至2015年11月11日

受理举报单位：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政治部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纪检组

受理地点：湖南省长沙市紫薇路
386号省人民检察院办公楼0818房

受理电话：
0731-84732055（政治部）
0731-84732253（纪检组）

受理邮箱：jcyrdrmgs@163.com
� � � �邮政编码：410001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2015年11月5日

10月25日 晴 星期天
“老黄，在吃早餐呢！土地流转的事，

考虑得怎样了？ ”“想通了，建‘百果园’是
件大好事，咱不能再拖后腿了。 ”黄正伟
是村里建 “百果园” 的最后一家 “钉子
户”。 今天没白跑，让我和队友刘文平舒
了一口气。

“百果园”流转的土地有80亩，地处
黄家与上村两个自然村的景点之间。 我
俩沿着村巷的石板路， 来到这块即将开
发的土地。眼看杂草丛生，干枯的秸秆满
地都是，一派荒凉的景象让人有些惋惜。

“江队长，‘百果园’啥时候开工啊？ ”
村里的欧阳明魁、黄中进、何经林，还有
今年刚入党的黄中庭， 不约而同地过来
聊起了“百果园”。 你一言，我一语，大家
都说到了同一个点上： 黄家村是个少数
民族勾蓝瑶村落 （城堡式的古瑶寨），有
“全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之称，旅游资源独特，但村民还
是守着“一亩三分地”，一年到头赚不了
几个钱。 可眼下，凭村里的这些景点，游
客顶多一天看完就走人。

“收购玉米，1.4元1公斤！ ”突然，只听
一外乡老板在大声吆喝。听闻这个价格，
村民们一个个沮丧起来。今年的玉米，又
是丰产不增收， 价格比去年还跌了0.6－
0.8元/公斤。

看到这种情形， 我们更加坚定了建
设“百果园”的想法：在园里，四季有水果
供游客采摘；周边，有独具乡土特色的农
家乐；晚上，演出勾蓝瑶族的民俗节目，
如：4个鸡蛋娶媳妇、勾蓝瑶刀棍拳术等。
这样，有了看、玩、吃、住的地方，才能留
住游客的脚步。

不一会， 兰溪瑶族乡党委书记李永
甜也来了，他和我商量：“‘百果园’由谁
来管理合适？ ”我直接推荐说：“可由村农
特产品专业合作社社长、 水果大户黄一
雄担此重任。 他是村里有能力、有经验、
懂技术的能人。 ”

中午12点半， 我再次拨通省农科院
专家的电话，请专家尽早来给“百果园”
提供技术指导， 可具体时间还是没有定
下来，真让人着急。 下午，我和村组干部、
合作社主要成员、骨干村民等商讨决定，
趁现在农闲，抓紧把地整好。

一天下来，还真是有蛮累！有时真想
睡上三天三夜。可时间不等人，秋冬季节
是开荒整地、栽种苗木的好时机。

“爸爸，我和妈妈好想你，你讲话不
算数，哪天才回家啊！ ”快深夜了，我正忙
着起草“百果园”建设进度方案。 接到儿
子的电话，我才记起，我和队友刘文平已
经一个多月没回长沙与家人团聚了。

（何云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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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规模
工业增加值
能耗为1.36吨标准煤/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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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规模
工业增加值
能耗为0.65吨标准煤/万元

2010年

2014年

从2011年至2014年， 我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
速达到13.9%， 而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则以年均11.4%
的速度下降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2007年12月， 长株潭城市群获
批全国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
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湖南
赢得一个重大历史性发展机遇。

2011年，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
社会” 试验区建设进入第二阶段，

“两型社会” 建设向纵深推进。 5年
间， 湖南率先形成了有利于资源节
约、 环境友好的新机制， “两型社
会” 建设从理念到实践、 从“盆
景” 到“花园”， 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新变化。

处处皆两型， 人人可两型
走进长沙望城区桐林坳社区

的银孔围村组， 只见马路干净， 庭
院整洁， 美丽的鲜花点缀在窗台
上、 篱笆下。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这个“鲜花盛开的村庄”， 以前是
远近闻名的脏乱差村组。

依靠群众的智慧， 这里的环境
改造“不挖山、 不填土、 不拆屋、
不砍树、 不要钱”； 村民自制垃圾
分类竹屋、 竹制晾衣架、 五星竹花
篮、 竹制宣传牌……美化了环境，
又把竹产业打响了品牌。

这样的“两型社会” 范本， 在
湖南数不胜数。

2011年，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
区工委、 管委会开展两型示范创
建， 陆续制定出台16个两型标准和
66个节能减排标准、 两型地方标
准， 两型社区、 两型村庄、 两型机
关、 两型学校、 两型家庭遍地开
花。

初步统计， 全省470多万小学
生踊跃参与“争创两型小先锋”；
1000多万青少年参与各类两型公益
活动； 有1700多万家庭重拎菜篮
子、 布袋子， 使用节能家电、 节水
器具和高效照明产品， 实行垃圾分
类、 旧物回收……两型理念在更多
领域、 更广范围广泛传播。 目前，
省、 市共培育两型示范创建单位
（项目） 942个， 创建区域从最初的
长株潭3市扩展到全省14个市州，
涵盖生产、 生活、 消费等各个领
域。

制度做保障， 改革添活力
5年前， 湘潭市荷塘乡还是荒

山野岭； 如今， 在盘龙生态农业示
范园的发展驱动下， 这里亭台楼榭
幽雅， 名花异草生辉。

如果从空中俯瞰， 盘龙示范园
正是长株潭中心地带、 522.9平方

公里“绿心” 中的一个绿点。
推动“两型社会” 向纵深发

展， 必须创新机制、 完善制度。
2012年， 我省密集推出了绿心

地区保护条例、 湘江保护条例、 韶
山风景名胜区条例， 开创了全国立
法保护一片林、 一条河、 一座山的
先例。

打出组合拳， 以工业准入退出
提升、 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 排污
权交易、 生态补偿、 政府两型采购
等为重点的十大改革， 牵住了试验
区改革的“牛鼻子”， 为“两型社
会” 建设注入了新活力。

排污权交易2011年在长株潭启
动试点， 从2015年1月起， 已在全
省所有工业企业实施。

2012年 2月， 长沙率先打破
“一刀切” 水费模式， 全面推行阶
梯水价； 7月， 居民生活用电试行
阶梯电价； 12月， 长株潭试行居民
阶梯气价。 目前， 居民用阶梯式
水、 电、 气价格制度改革实现了全
省覆盖， 非居民水、 电、 气超定额
累计进加价政策正在推进。

“试水” 绿色GDP评价。 从资
源节约、 环境友好和经济社会发展
3个方面， 设置单位GDP用地和能

耗、 国土开发强度、 生态用地比
重、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 空气质量良好天数达标率、 清
洁能源使用率等39个二级指标， 定
量分析评判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坚决摒弃污染的、 黑色的、 带血的
GDP。

促节能减排， 助转型发展
“过3年你们再来看吧， 坪塘

将成为长沙市民周末休闲的好去
处。” 时任长沙市岳麓区两型办主
任郑平2012年对记者发出的邀请，
在3年后果然变为现实。

坪塘， 这个曾被当地人调侃为
“有黄烟、 黑烟、 白烟、 蓝烟， 就
是看不到蓝天” 的工业重镇， 近年
退出所有水泥、 化工等涉污企业，
开展生态修复工程， 启动一批旅游
项目。 曾经开采石灰石留下的200
亩大矿洞， 正在变身为中部地区最
大的地下滑雪场。

产业之变， 赶走了污染， 创造
了经济效益， 留住了人们的欢声笑
语。 背后， 是“两型社会” 建设的
强大推动力。

2012年底， 我省提出“十二
五” 期间， 在长株潭试验区范围内

重点推广新能源发电、 城市矿产再
利用、 重金属污染治理等十大清洁
低碳技术。 目前已组织实施800多
个重点项目， 推动传统产业华丽转
型， 一批节能环保企业、 产业基地
加速成长。

首创政府两型采购模式。 据测
算， “十二五” 期间， 全省政府采
购总规模可达到1.6万亿元， 其中两
型采购将超过4800亿元， 可带来
9600亿元的社会需求。

用严格的标准和执法倒逼企业
节能减排。 如省经信委发布工业企
业主要产品能耗控制指南， 对7个
行业43种产品的104个用能工序实
行能耗控制， 并作为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评估的依据。

据统计， 2010年， 我省单位
GDP能耗为1.17吨标准煤/万元， 单
位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为1.36吨标
准煤/万元； 2014年， 单位GDP能
耗为0.74吨标准煤/万元， 规模工业
增加值能耗0.65吨标准煤/万元。

从2011年至2014年， 我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13.9%，
而能耗则以年均11.4%的速度下降。
全省“十二五” 节能减排约束性指
标任务超进度完成。

春色满洞庭
———“十二五”回眸⑨

筑梦“两型”，花开有声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孙靖）今天，记者从省统计
局了解到， 三季度该局对我省2982户
规模以上大中型工业企业和部分小型
企业生产经营及景气状况进行了专项
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我省工业
企业面临“四大困难”，但对四季度生
产运营充满信心。

据调查，我省工业企业集中面临流
动资金、融资、盈利和用工4个方面的困
难。 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24.3%的企业
表示流动资金紧张，仅2.5%的企业资金
充裕；近八成企业有融资需求，17.9%的
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只有1.7%的企业认

为融资较容易； 企业盈利压力加大，调
查中，21%的企业指出三季度盈利低于
正常水平，这一比例较二季度增加了1.7
个百分点，仅3.1%的企业表示盈利高于
正常水平；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矛盾仍然
存在， 被调查企业在三季度计划招工
30.99万人，实际招工27.98万人，企业用
工缺口超过3万人。

尽管面临困难，企业对四季度发展
信心充足。 调查结果显示，26.7%的企业
对本行业四季度总体运行状况持乐观
态度，28.8%的企业表示本企业四季度
生产经营能良好运行，18.9%的企业判
断四季度生产增速将高于三季度。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尚光月） 美国当
地时间11月3日， 第11届中美电
影节“金天使奖” 颁奖典礼在好
莱坞举行， 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出品的影片 《穿越硝烟的歌
声》 获得“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
优秀主题电影金天使奖”。

《穿越硝烟的歌声》 是一部
视角独特的抗战题材影片， 以湖
南籍音乐家贺绿汀创作 《游击队
歌》 的经历为故事主体， 表现了
以贺绿汀为代表的进步文艺工作
者在抗战时期“执笔从戎， 舍身
为国” 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该片曾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列为抗战胜利70周年重点影片。

“中美电影节” 是由美国
EDI鹰龙传媒有限公司发起主
办， 鲁迪摩根电影集团、 多媒体
集团等共同协办。 本届中美电影
节， 有 《狼图腾》 《智取威虎
山》 《妈咪侠》 《钟馗伏魔： 雪
妖魔灵》 《滚蛋吧 ， 肿瘤君》
《万物生长》 《煎饼侠》 《触不
可及》 《九层妖塔》 《港冏》 等
10部影片获得“金天使奖 ” 。
《港冏》 男主角徐峥与 《速度与
激情7》 女主角米歇尔·罗德里格
兹获得年度最佳男、 女主角奖。

企业对四季度发展充满信心
面临流动资金、融资、盈利和用工4方面困难

精准扶贫奔小康·驻村帮扶日志

把“百果园”建成“百宝盆”
省民政厅驻江永县黄家村帮扶工作队队长 江晓军

任前公示

潇影
《穿越硝烟的歌声》

在美获奖

“快”解民生难题
———雨花区“民意快线”工程创新群众工作
(上接1版)
有个小故事， 从一个侧面可说明问

题。 社区以前没有架子给居民们晾衣服、
被子，每当天气晴好，居民们便把绳子系
在树上，晾衣服、被子，影响了小区形象。4
月初，有居民就此向前来“串家入户”的干
部反映了这一问题。 不到10天，铝合金制
作的晾衣架便搭建了起来。 记者看到，整
齐排列在居民楼周围的晾衣架， 在阳光
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成了小区一道风景。

从改变评价机制入手，“倒逼” 党员
干部沉下去，是“民意快线”工程的特点
之一。 他们要求党员干部每月下基层至
少10次，并记录民情日记，纳入年终绩效
考核。同时，加大群众工作绩效分值，由1
分提高到5分， 分值比重接近经济工作，
位列第二。考核不再是领导说了算，群众
的打分评价比重占60%。还实行“交叉督
查”， 一旦发现联点党员干部不到岗、不
作为、乱作为，都将视情况追究责任。

“目前进行了3次交叉督查。 后面两
次到岗率都在100%。 ”区委书记邱继兴
介绍。

以问题做导向
引导党员干部人到心到
在东塘街道枫树山社区， 一块公示

“民意快线”工程首批民生问题清单的牌
子，特别引人注目。上面除标注以上内容
外，还注明了联点县级领导，联点部门和
问题反映人的名字和电话。

以民生问题做导向， 引导党员干部
人到心到，是“民意快线”工程的另一大
特点。 他们在全区开展“五访五问”、“万
卷问民心”， 每季度还开展一次民意调
查， 对民生问题快速收集。 在这个基础
上，列出问题清单、时间清单和责任清单

等3张清单， 并召开集中交办调度会，严
格限时解决。同时规定每个社区要在“民
意快线”公示栏进行公示。

“问题明白，时间确定，责任清楚。 对
于联点干部和部门来说，既是压力，也是
动力。 从根本上解决了党员干部下基层

‘浮’的问题。 ”区长张能峰如是认为。

严格督查避免出现
互相推诿“踢皮球”

“非常感谢你们，你们的爱心，让我
鼓起了战胜病魔的勇气。 ”10月30日，左
家塘街道窑岭社区妇女彭某， 给社区群
众工作站站长蒙建国打电话， 表达感激
之情。今年7月，彭某检查出患有重病，家
庭本就困难的彭某，遭受双重打击，非常
痛苦。 蒙建国知道后，多次前往看望，还
设法为其开展经济资助， 并给她女儿申
请5000元助学金。

“民意快线”实施以来，社区通过组
织“微心愿帮帮团”、蒲公英教育成长基
地、兵哥五彩助残工作室、知心娘家工作
室等，分别对未成年人、残疾人、妇女等
开展帮扶上百次。

严格责任督查，是“民意快线”工程
的又一个特点。民生问题解决，往往涉及
部门多，容易出现互相推诿、踢皮球。“民
意快线”工程制定了目标书，规定每个群
众工作站年度至少办理3件民生实事。建
立保障机制， 每个区直部门联点社区配
备20万惠民资金。 每个月组织开展一次
交叉督查，每季度进行一次民调排名，强
化群众评议。

新机制催生新风尚。 目前，全区494
件为民承诺实事已办结412件，办结率达
94.4%， 集中交办的3188个问题已办结
93%以上，群众的满意度大大提升。

姚学文

雨花区创新群众工作，实施“民意快
线”工程，列出民生问题清单，明确责任
部门、责任领导，限时解决，并严格实施
责任督查。这无疑是把群众高看一眼、厚
爱三分的实际举措。

俗话说得好， 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
母。 古人也说：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
这是告诫我们：对群众要有敬畏之心。

然而，不能否认的是，我们有些人、

有些部门，甚至有些地方，对群众并没有
敬畏之心，也没厚爱之情。在做群众工作
时，喜欢玩“虚”的，尤其喜欢“拖”。 要么
久拖不决， 要么一拖了之。 嘴上答应得
好，实际上不落实。

做群众工作关键是要实。有道是：无
论再小的事，群众需要就是大事。既然是
大事，就要限时落实，就要“快”，更要实；
不能拖，不能虚，更不能不了了之。 在这
方面，“民意快线”工程，可谓是个创新，
开了一个好头，树了一面旗帜。

实自“快”中来■短评

制图/李雅文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蒋文）11月3日， 由致公
党长沙市委和绿之韵集团捐资20万
元联合开办的“致公·绿之韵班”，在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班，50余
名寒门学子因此受益。 这是湖南统
一战线开展“一家一”助学就业·同
心温暖工程取得的又一新成果。

“致公·绿之韵班”旨在以公益
资助的方式帮助受助学生完成2年
在校学习并推荐就业， 从而实现教
育扶贫、 生态移民、 脱贫致富的目
标。“我们将用知识不断丰满自己的
羽翼，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关爱。 ”
开班现场， 学子代表游畅表达了学
子们的心声。

据统计，到今年9月止，湖南“一
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已募
集资金4900余万元， 成立校企合作
班200多个， 按照每户资助1名孩子
帮助完成2年职业院校学习、1年企
业顶岗带薪实习并推荐就业的方
式， 帮助12000多个寒门家庭迈上
教育扶贫、脱贫致富之路。

同心温暖工程又一新成果

“致公·绿之韵班”温暖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