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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宁夏日报记者 王溦

1月20日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九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
例》修订案，并将于4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对
于促进我省全面贯彻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 大力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当天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新
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
委副主任委员詹鸣， 省人大法制委副主任委
员、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曾东楼，省科技厅副
厅长鲁先华，围绕条例相关内容进行解读。

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新条例
突出5大亮点

《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自2007年10
月1日起实施以来，对促进我省高新技术发展
发挥了重要法制引领和保障作用。

“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改革创新
的重大政策，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与新形势、 新要求相
比，近年来，条例在实施中存在着一定程度的
不适应、不配套、不协调，有的条款甚至与现
行上位法和国家新政策发生了冲突。因此，为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有必要根据上位法作出
修改。”鲁先华说。

与原条例相比，修订后的新条例主要有5
大亮点。

詹鸣介绍， 首先是更加突出了高新技术
人才队伍建设。 新条例强化了第一战略资源
导向，并从人才规划、激励机制、评价机制、人
才培养、交流、引进等方面作了相应规定。尤
其是在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引进、使
用的激励机制方面作出了规定， 既体现了国

家的改革精神， 又充分反映了我省科研人员
的实际需求。

其次是更加突出了对科技人员的激励。
新条例在修订过程中，高等院校、科研机构、
国有企业中担任领导职务和没有担任领导职
务的科技人员普遍要求， 应对他们以职务行
为、 兼职行为和离职创业等不同形式取得的
科研成果如何获取奖励和报酬予以明确。新
条例对此针对不同情况分别进行了明确，为
科技人员获得相应收益提供法律依据。

三是更加突出了科学技术基础研究。新
条例规定， 省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基础研究和
应用基础研究专项规划，结合实际，确定本省
研究方向和重点项目，投入专项研究资金，推
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组织开展高新技
术领域的多学科综合性基础研究， 加强前沿
科学的基础研究。

四是更加突出了高新技术产品的推广应
用。 新条例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有关部门
应当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及相关共性技
术的应用工作， 建立风险补偿机制， 采用首
购、订购等方式进行采购。

五是更加突出了财政的保障作用。 新条
例分别就县级以上政府在科技经费投入、高
新技术人才专项资金统筹等方面作出了相应
规定，并且投入要求更明确，规范要求更加严
格。

建立责任明确、 运转协调的
科技体制

高新技术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 牵涉到
各级政府以及政府的多个部门， 需要各方面
的协同。新条例对此进行了体制、机制和制度
创新， 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高新技术
发展中的责任予以明确，建立责任明确、运转
协调的科技体制。

曾东楼说， 一是强化了政府宏观统筹的
职责。新条例规定，省政府应当制定全省高新
技术发展规划， 优化全省高新技术研究开发
及产业化发展布局， 统筹推进高新技术发
展，定期发布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及产业化重
点领域指南；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高新技术
发展及产业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构建以完善重点产业链为目标的技术创
新体系建设，加大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重
大科技成果的转化，推进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发展。

二是加强了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形成
合力。新条例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科技主管
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高新技术发展工
作；发改、工信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 做好促进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和产
业化工作。

三是建立和完善了整合科技资源制
度。为有效整合科技资源，进一步提高科技
投入特别是财政性科技投入的效益， 新条
例规定，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整合有关高新
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的财政性资金，完
善投入机制，坚持统筹使用，分项管理，并
建立绩效评价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
促进公共创新平台建设， 新条例要求县级
以上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共性
技术研究开发平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关
键技术中试平台、科学技术基础条件平台、
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交易平台等公共创新
服务平台， 为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
提供创新服务。

制定财政金融激励措施 ，
鼓励高新技术发展

企业在创新过程中，投入大、风险高、市
场竞争激烈，投入产出存在不确定性。为鼓励

高新技术发展， 新条例在财政金融方面制定
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去年1月，《湖南省支持企业研发财政奖
补办法》正式出台，其中明确由省财政根据高
新技术企业上一年度新增研发投入的10%，对
其予以补助。新条例对此也作出规定，对于高
新技术企业研发经费实行奖补。” 鲁先华说，
这实际上是把已经实施的政策及时上升为地
方性法规，对于激发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将发
挥重要的作用。

此外，新条例还规定，省和各市州政府应
当设立高新技术创业风险扶持资金， 为企业
开展有关创新活动提供风险补偿； 省政府应
该投入专项研究资金，大力支持基础研究；政
府设立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应当优先
支持和培育中小高新技术企业；鼓励银行、保
险、 证券等金融机构设立面向高新技术企业
的专营机构。

为高新技术人才队伍建设
提供制度保障

高新技术发展的核心要素是人， 因而应
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自主性、 积极性、 创造
性，鼓励科技人员自由探索。为从制度上保障
这一目标的实现， 新条例将高新技术人才队
伍建设的内容予以重点扩充， 并单独规定为
一章。

曾东楼说，一是加强人才规划。新条例要
求， 县级以上政府应当将高新技术人才队伍
建设纳入人才发展规划，注重科技领军人才、
卓越工程师和创新团队以及紧缺技能人才的
培养，建立高新技术人才目录库。

二是规定了人才激励措施。 县级以上政
府应当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人才培养、引进、使
用激励机制，在创办企业、项目申报、科研条
件保障以及配偶安置、 子女就学等方面给予

支持，统筹高新技术人才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和鼓励高新技术人才的培养、引进和使用。

三是完善人才评价机制。 建立以科研能
力和创新成果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标准，
探索建立政府、 社会组织及公众多方参与的
评价机制。

四是对人才培养、人才引进、科技人员交
流、大学生创业等作了规定。

“为鼓励科技人员自由探索，新条例还建
立了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他强
调，对财政性资金资助的探索性强、风险性高
的项目， 原始记录证明承担项目的单位和科
学技术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不能
完成的， 经立项主管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
组织的专家论证后，允许容错结题。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
确立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

“高新技术发展， 需要建立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曾东楼介绍，新条例注意处理好政府与
市场的关系， 通过完善制度确立企业技术创
新主体地位。

一是强调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平等保
护。平等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发展高新技术，
加强对民营企业家队伍的培养， 依法保护其
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二是对企业从基础研究、 产学研结合实
现产业化到运营产业园区的全过程予以鼓励
和支持。 新条例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开展高
新技术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鼓励企业、高等
院校、 科研机构等联合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
新型研发机构；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
有制企业依据国家和省相关规定筹建和运营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享受高新区相关政策。

三是为提高企业科技投入的积极性，使
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对支持企业加
大研发资金投入规定了具体的措施。 条例规
定， 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建立高新技术
研究开发准备金制度， 高新技术企业先行投
入自筹资金开展研究开发活动后， 符合财政
奖励补助条件的， 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
财政奖励补助。

以法治力量助推创新驱动发展
———新修订的《湖南省高新技术发展条例》解读

新闻漫画

黎澄澄

从网上走红的 “80后 ”白发干部 ，到乡镇
书记感人肺腑的家书， 再到那些倒在扶贫一线
的基层干部……过去一年里发生的这些事，在
牵动人心、感动中国的同时，浓缩和诠释了作
为社会治理最底层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 、
拼搏与奉献。

“上面千条线 ,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干
着“穿针引线”的细活，“权小、事繁、责重”有
目共睹，“基层难、基层苦、基层累”亦非虚言。
大处讲，三大攻坚战最难攻的“堡垒”在基层，
仗仗都需要基层干部发挥“尖刀”作用 ；党的
大政方针落到“最后一公里 ”，更离不开基层
干部事无巨细的具体执行 。小处言 ，基层干

部既管征地拆迁 、修路建坝 、危房改造等老
百姓关心的事，也管邻里间鸡毛蒜皮的小纠
纷 、小矛盾 、小杂事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遭
遇不被理解的情况 ，时常要忍受 “风箱里的
老鼠———两头受气”的苦楚与尴尬。

固然 ，基层干部太不容易了 ，但有奋斗
才有诗意 ，有奔跑才有远方 。基层干部脚踩
泥土之处，便是“诗和远方”。脱下皮鞋 、换上
胶鞋 ，和群众百姓在一个锅里搅勺子 、在一
条凳上拉家常 ，脚步会丈量出民意 、心灵也
会倾听到民声；走街串巷、下乡入村 ，党的好
政策才能进入千家万户，绽放成百姓脸上本
色的笑容；踏破门槛、精准扶贫，一个个贫困
群众的脱贫摘帽 ，使 “民亦劳止 ，汔可小康 ”
的美好未来逐步照进现实。很难想象还有什

么伟大作品比这些场景更有诗意 ，也很难想
象还有什么辽阔远方比这样的奔跑更值得期
待。

“我时常牵挂着奋战在脱贫一线的同志
们……工作很投入、 很给力， 一定要保重身
体”。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 ，温暖着新时
代千千万万的“泥腿子”干部。随着重视基层
用人导向、减少过多过滥考核检查、实施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等的落实， 可以寄望
的是，今后基层干部政治更有盼头、工作更有
干头、生活更有奔头。

脚下沾有多少泥土， 心中就会迸发多少
力量。基层干部好比撒在群众中间的种子，积
蓄着生根开花的强大动能。凭藉这种动能，事
业发展必将逐浪更美的“诗和远方”。

杨晓军

中央纪委三次全会明确指出， 要高质
量推进巡视巡察工作。 省纪委四次全会指
出，坚持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一。韶山
是毛泽东同志的故乡， 做好新时代巡察工
作，必须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巡察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守政治巡察定
位，切实履行好党章赋予的政治责任，努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提高政治站位。“两个维护” 是巡察工
作的聚焦点和着力点， 是新时代巡察工作
的“纲”和“魂”。巡察要切实担负起“两个维
护”的重大政治责任，必须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
大精神， 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新时代巡察
工作的政治定位和政治要求。

强化主体责任。 韶山市委始终把管党
治党责任扛在肩上， 把巡察利剑牢牢抓在
手中，强化组织领导，科学谋划部署。每轮
巡察结束， 市委书记专题听取巡察工作重
点问题和问题线索的汇报和下轮工作方
案，市委常委会议、市委书记专题会议、市
委巡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巡察工
作成为常态， 并明确每轮巡察任务和巡察
重点。

坚持问题导向。 巡察要始终把发现问
题作为首要任务， 始终做到从政治上发现
问题、查找问题、辨析问题。在监督实践中，
坚持稳扎稳打， 有序有效地做好各环节工
作，始终保持尺度不松、力度不减、标准不
降。 积极创新组织形式， 统筹安排常规巡

察、深化专项巡察、强化机动式巡察、加大
巡察“回头看”力度，切实提高巡察监督质
量。同时，立足于新任务新要求，创新思路，
主动作为，拓展方法手段，不断提高监督水
平。

以人民为中心。 要围绕人民群众痛恨
和反对的问题开展重点巡察。 巡察利剑要
直插基层，结合实际，突出重点，严肃认真
对待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 坚决查处纠正
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始终把群众路线贯
彻到巡察工作全过程， 引导鼓励群众有序
参与巡察监督， 积极主动揭露群众身边的
腐败和作风问题。到目前为止，韶山市委已
对扶贫领域8家主要职能部门开展常规巡
察，实现乡镇巡察全覆盖，今年将开展扶贫
领域专项巡察。

增强监督实效。 巡察整改是 “四个意
识”的试金石，也是检验“两个责任”的重要
标尺。持续夯实整改主体责任，压实被巡察
党组织主体责任和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
责任，推动班子成员责任到位。巡察要围绕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中的第一种形态，对
被巡察党组织党员干部工作、生活、作风方
面的苗头性、 倾向性问题， 及时发现和处
理。督促被巡察党组织逐项整改到位，既有
“当下改”的举措，又有“长久立”的机制。做
深、做细、做实巡察“后半篇文章”，完善纪
检监察机关、 组织部门加强整改日常监督
的工作机制，让巡察监督、纪律监督、派驻
监督实现资源共享、联动发力、效应叠加，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在基层见到实效。

（作者系韶山市委书记）

虢智勇 李文刚

年终岁尾 ，“述职评议 ” 工作如期而
至 ，常常有人在材料上费尽心机 。更有甚
者 ，在民主生活会上给领导罗列 “光荣的
缺点 ”、搞 “为尊者讳 ”，这种不但没有红
红脸 、出出汗 ，反而谀词盈耳的 “精神送
礼 ”， 表面上不属于物质贿赂的范畴 ，不
涉及显性的利益输送 ，但长此以往 ，损害
党风、危害作风。

“讲实话 、干实事最能检验和锤炼党
性 。”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 ，
不讲实话 ， 再漂亮的言辞也是 “哗众取
宠 ”；不干实事 ，再美好的蓝图也是 “空中
楼阁 ”。讲实话不夸大其词的述职评议是
“上半篇文章 ”， 对照查摆出来的问题切
实整改就是 “下半篇文章 ”，两者缺一不
可。

“成绩不说不会跑，问题不讲不得了”。
毋庸讳言 ，那些 “述职评议 ”中的 “太极高
手”，多数属于能干的“巧官”之列。有的面
对是非时当“哑巴”，有的面对困难时当“木
偶”， 有的面对责任担当时成了 “袖手掌
柜”，说话办事认来头、看风向，认为这样就

不会犯错误，其实这是不讲党性、不讲原则
的大问题。

习惯了华而不实，避重就轻，如何能在
众声喧哗之中保持定力？ 如何能在万船扬
帆之际中流击水？ 又怎能在惊涛骇浪之时
力挽狂澜？

年终“述职评议”、民主生活会中的陋
习，显然背离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优良传
统的本意。党员都应时刻保持头脑清醒，远
离“高帽子”和语言上的“鸦片”，不讲飘飘
然的“甜言”，不说昏昏然的“蜜语”，坚持原
则、率先垂范，提倡实事求是、简朴直白的
语言风格，坚决对“述职评议”中的形式主
义说“不”。

毛泽东说过 ：“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
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 ， 那就是严肃的战
斗的科学态度 ”。 述职评议不是评功摆
好 ，重点是总结工作 、找准问题 、解决问
题 。党员干部应该对述职查摆 、民主评议
中群众提出的问题， 列出清单明确措施，
狠抓落实整改 ， 真正把述评成效转化为
加强和改进实际工作的自觉行动 ， 用实
言实行提升党性纯度、 锻造廉洁作风、赢
得群众认同。

贺岁短片《啥是佩奇》成为“爆款”。有
人看到城乡差距， 有人解读长幼隔阂，但
更多的感动源于我们内心最温暖的亲情
渴望 。除了翻字典和问邻居去解开 “啥是
佩奇”的疑惑，爷爷“李玉宝”的形象，更多
的是表达出农村留守老人日复一日的深
长牵挂。

啥是佩奇？ 在数以亿计的留守老人心
中 ，将 “佩奇 ”拆文解字———“佩 ”家人一
“奇”过年，就是陪家人一起过年。要知道，
并非所有的亏欠都能“等将来”弥补，希望
通过《啥是佩奇》的刷屏，有更多人去聆听、
抚触并呵护留守老人的柔软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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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踩泥土，便有“诗和远方”
———把关爱和祝福送给“追梦人”①

深化政治巡察 强化责任担当
新声

摒弃“述职评议”中的陋习

呵护留守老人
心中的“佩奇”

陈颖

前几天， 一则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
站的消息“霸屏”：陕西省委原书记赵正永涉
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查处了不少违
纪违规的领导干部，其中不少是“两面人”。对
这类人，人们并不陌生，其分裂的人生常常令
人印象深刻：嘴上高喊反腐、背后大搞贪腐 ；
台上讲信仰、台下拜“大师 ”；会上反 “四风 ”、
会下耍威风……

古语有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这

类“国妖”，指的就是“两面人”。明代江盈科在
所著 《雪涛谐史 》中 ，曾形象地刻画出 “两面
人”的嘴脸：贪官明明想大捞一笔，却装成分
文不要的样子。 刚上任便煞有介事地向 “神
明”发誓：“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
了右手。”不久，有人行贿百金，他垂涎欲滴 ，
又怕真烂了手。此时，一个心腹凑上去说：“请
将此金纳入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
贪官遂仰袖纳之。

“两面人”，其实质是政治投机者、行动两
面派、道德伪君子，根源在于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扭曲。 党内有一些 “两面人” 很会
“装”，喜欢表演作秀，表里不一、欺上瞒下，说

一套 、做一套 ，台上一套 、台下一套 ，当面一
套、背后一套。正是因为这样，“两面人 ”的潜
伏期一般比较长，危害也比较大。他们嘴上拥
护中央政策，暗地里尸位素餐、敷衍了事 ，导
致中央的好政策落不了地，群众得不到实惠，
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巩固发
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把党内的“两面人”识别出来、清除出去，
为净化政治生态疏浚源头。

“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焉。”
站在谁的队伍里， 都不如站在党和人民这一
边踏实；对谁忠诚，都不如对党和人民忠诚可
靠。认清“两面人”，做老实人；不搞“两面派”，
当实干家， 党员干部就能不负党和人民的信
任，也才能全身远祸。

■编者按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礼赞新时代的奋斗者、追梦人。然而，部分“努力奔跑”

的追梦人，却常常被误读。不少基层干部、政法干警、医务人员就坦言，不怕苦不怕累就怕被骂。从今日起，《湖南日报》观点版推出系列
评论，谈谈他们的酸甜苦辣，把关爱和祝福送给“追梦人”。

为官从政莫做“两面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