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钧）9月
27日， 位于郴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正威
（湖南）新材料科技城项目举行开工仪式，该项
目由世界500强企业正威国际集团与郴州市
人民政府合作共建，总投资106亿元。 副省长
陈飞宣布项目正式开工。

正威（湖南）新材料科技城项目计划用地
约1475亩，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铜基新材料项
目和白银精深加工项目、 国际精矿分拨中心、
区域总部等。 铜基新材料项目总投资70亿元，
分两期建设。 一期主要建设年产25万吨低氧
光亮铜杆及电气化铁路架空导线、 精密合金

铜线、精密控制线缆（包括特种线缆等）、精密
连接器、高性能合金铜、高分子改性材料等；二
期主要建设高精密电子铜箔、5G柔性覆铜板、
高级印制线路板PCB、5G通信基站连接器等
项目。

另外， 白银精深加工项目总投资12.5亿
元，建设年产2000吨高纯度白银 ,年产800吨
银浆、银粉以及白银消费品、稀贵金属物流仓
储等项目。国际精矿分拨中心总投资3.5亿元。
正威国际集团董事局主席王文银表示， 项目
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不低于300
亿元、年税收4亿元。

� � �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天，湖
南省优秀专家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表彰大会在长
沙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出席。

会议授予郑健龙等20名同志“湖南省优秀
专家”、何飞迎等10名同志“湖南省技能大师”、喻
锋等30名同志“湖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谢建辉代表省委、 省政府向受表彰的同
志表示祝贺。 她指出，加强高层次专业技术人
才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是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手段， 是应对新一
轮科技产业革命的现实需要， 是适应高质量
发展的客观要求。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人才工作重要论述，以
“两高”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为湖南由制造大
省向智造强省转变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谢建辉强调， 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释放创新创业
活力。 要加强急需紧缺人才队伍建设，在高
层次领军人才、产业技能人才、基层人才队
伍建设上下功夫，提高人才供给质量。 要提
升人才服务保障水平，完善服务平台，健全
服务体系，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要激励
广大人才建功立业， 发挥先锋模范等作用，
勇做创新创造排头兵。

� � �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记者 陈薇 通讯员 孙
婵) 今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湖
南美术馆开馆首展、 第六届全国画院美术作品
展”开幕式在湖南美术馆举行，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张宏森宣布开幕。 来自全国文艺界的
200余人共同见证美术馆开馆、展览开幕。

省领导和老同志李友志、陈文浩、谭仲池、
欧阳斌，原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中国文
联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承志出席。

湖南美术馆位于潇湘大道与靳江路交会
处，毗邻中南大学，与橘子洲头隔水相望，占地
面积50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24700多平方

米，总投资3.98亿元，由展览区、公共服务区、
学术研讨区、藏品管理区、办公区等区域组成。

据了解，湖南美术馆开馆首展、第六届全
国画院美术作品展“大家”与“大作”云集，展览
主题好、规格高，作品数量多、水平高，本次展
览作品种类包括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书
法篆刻，共展出美术作品587件。 展览将持续
至10月18日结束，免费向社会开放。

当日下午， 还举行了第六届全国画院美
术作品展理论研讨会、全国画院院长会、美术
馆工作会等学术活动和工作会议。

（相关报道详见13版）

� � � � 湖南日报9月28日讯（见习记者 张咪 通
讯员 李景兰 彭雪飞）今天，2019湖南（醴陵）
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在醴陵市中国陶瓷谷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 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
委员会主任周伯华，副省长许显辉，中国日用
杂品流通协会会长诸葛彩华， 省关工委副主
任肖雅瑜等出席。

本届瓷博会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中国
日用杂品流通协会、省商务厅、省贸促会、株洲
市人民政府主办。 本届瓷博会共有国内外400
余家企业参展，其中58家企业来自美国、加拿
大、英国等21个国家，还吸引了国内外1300余
名客商前来采购。

醴陵是世界釉下五彩瓷原产地， 独特的

工艺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 开幕式上，
由醴陵籍陶瓷大师共同创作的3幅巨型瓷板
画揭幕，分别为“56个民族，团结友爱”“大好
河山的壮美瑰丽”“国花牡丹，盛放华夏”，献礼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开幕式当天， 醴陵市还举行重大项目签
约仪式， 共签约项目38个， 总金额达128.6亿
元。 其中，由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的华瓷汇总部大厦项目，总投资18亿元，
拟建设电商产业区、商贸物流区、釉下五彩非
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文化创意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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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名额为774名。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
二次会议后，实有代表757名。2019年8月，
永州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金彪辞去省
十三届人大代表职务。 2019年9月，永州市
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高建华辞去省十三
届人大代表职务。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产生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唐玲调离湖

南。 根据代表法的有关规定，金彪、高建
华、唐玲的省十三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截至目前，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实有代表754名。

特此公告。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
2019年9月28日

� � �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办法》 于2019年9月28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2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8日

� � � �《湖南省环境保护条例》于2019年9月
28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8日

� � �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
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办法》于 2019年 9
月28日经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通

过 ，现予公布，自 2019年 11月1日起施
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8日

� � �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各级人民检察院忠实
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为保障宪法法律正确有效实
施，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公平正义作出了积极贡
献。为适应新时代对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新
要求,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切实加强人民检
察院法律监督工作， 根据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
结合我省实际，特作如下决议：

一、 人民检察院必须坚持党的绝对领导，
坚持法律监督机关宪法定位， 自觉接受人民
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 增强法律监
督意识，完善法律监督机制，规范法律监督行
为，提升法律监督质效，敢于监督，善于监督，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

二、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刑事检察工作，
加大对刑事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监
督，着力防范和纠正有案不立、违法立案、违法
取证、违法适用强制措施、违法查封扣押冻结、
定罪量刑不当、 违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等行为。完善“捕诉一体”、认罪认罚从宽、未成
年人检察、监管场所巡回检察和军地检察协作
等工作机制。

三、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民事检察工作，
依法开展对生效民事判决裁定、 调解书和民
事审判、执行活动监督。加强对虚假诉讼、恶意
诉讼、枉法仲裁等行为监督。 加强对人民法院
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理涉案财物等行为监督，
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四、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行政检察工作，加
大对行政审判违法、行政裁判执行和行政非诉执
行违法等行为监督。加大对行政机关在诉讼活动
中违法行为监督，依法提出检察建议。

五、 人民检察院应当强化公益诉讼检察

工作，加大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
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英
雄烈士保护等领域案件办理力度，探索公益诉
讼检察新领域新范围，逐步建立公益诉讼惩罚
性损害赔偿机制。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
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行使职权的，应当依法督
促纠正。 支持相关公益组织依法参与民事公
益诉讼。

六、人民检察院应当深化人民监督员制度
改革，深化检务公开，推进智慧检务建设，探索
建立专家论证和咨询制度。 落实检察文书说
理、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等制度，推进法律监
督案件办理情况公开，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舆
论监督。

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保障和维护律师会
见、阅卷、调查取证等执业权利。

七、 人民检察院应当切实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优化队伍结构，完善案件质量评查等内部
管理和监督机制，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

人民检察院应当加强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
讼活动中违法犯罪行为监督,依法查办司法工作
人员相关职务犯罪。依法规范司法工作人员与当
事人、律师、特殊关系人和中介组织等接触交往
行为，严厉查处和惩治司法掮客行为。

八、人民检察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法可
以调查核实，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
供证据；调查中发生妨碍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职的
违法及涉嫌犯罪行为的， 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
理。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对确
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应当纠正。 人民检察院
提出检察建议等，被监督单位应当依法办理并在
规定期限内回复。

人民检察院发出的法律监督文书，有关机关
无正当理由拒不纠正的，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其上
级机关或者主管部门等通报情况，必要时可以向
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由相关专门
委员会依法提出处理建议。

九、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人民检察院
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其有关部门应当接受人民检
察院的法律监督。各级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
工作的经费，由省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纳入预算予
以保障。

各级监察委员会应当支持人民检察院开展
法律监督工作，对人民检察院移送的职务违法和
职务犯罪线索应当依法处理。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刑罚执行和监管机关
与人民检察院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办案
系统互联互通。 完善线索移送、案卷调阅、案件协
查、专项监督治理等协作机制。 落实检察长列席
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制度。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完善联席会议、 信息共
享、案件移送等制度，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有效衔接。

新闻媒体应当加大对典型案件的宣传力度，
提高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社会知晓度。

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
支持人民检察院加强法律监督工作，通过听取和
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展执法检查、组织专题
视察等方式， 依法监督人民检察院切实履行
法律监督职责。

本决议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10年11月
27日湖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讼活
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同时废止。

任命：
张泽军为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检察员；
王健宏为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
肖剑勇为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
免去：

文兆平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曾新善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汤维骏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罗家欢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周页辉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周尚红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龙婧婧的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职务；

谭文胜的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副检
察长职务；

简恭的长沙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
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杨晓冬的衡阳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 检察员职务；

宋辉耀的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员职务。
批准：

杨鸿为永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谈固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
赵荣辞去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职务。

欧阳金雨

《我和我的祖国》这首歌很火：“李谷一版”
唱得厚重、“王菲版” 唱得轻盈悠扬、“韩红版”
激情高亢；“快递小哥版”唱得朴实真挚、“少年
儿童版”唱得朝气蓬勃、“全民合唱版”则唱得
群情激昂……一首歌演绎出如此多的版本 ，
且在不同场合被人们单曲循环， 许多人都说
自己实实在在“被感动了”。

“国庆”，国之盛典。 离国庆的日子越来越
近，从都市到乡村，到处是欢乐祥和、幸福喜庆
的“国庆元素”：悬挂五星红旗、摆放鲜花盆景，
走在大街上 ，不时飘来 《我和我的祖国 》的歌
声，一场“爱上湖南”的图片展让人流连忘返；

网络上，各种“花式”告白传递出浓郁时尚的爱
国情怀： 或在微信头像上加一面五星红旗，或
是用P图技术换上不同的民族服装喊出“我爱
你中国”， 来自阅兵训练场上的短视频受人追
捧……平时深藏心里的爱国情，这个时候得以
集中释放。

爱国需要仪式感。国庆节临近，“自己能为
国家做什么”也成为自媒体、朋友圈热议话题。
有人据此总结出“实力爱国”的N种方式：做好
本职工作，提高国家竞争力；遵纪守法，维护社
会安定；尊重国旗、国徽和国歌等国家标志；出
国时展示出自己的良好素养； 尊敬民族英雄、
烈士和国家功臣；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国际局
势；时刻保守国家秘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学习党史国史民族史；积极宣传祖国建设
成就和灿烂文化等等。 字里行间，满满的是质
朴真切的家国情怀。

无论爱国方式如何变化， 如何的丰富多彩，
人们越来越发现， 爱国是流淌在血液里的本能。
习近平总书记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沉、最持
久的情感。 ”季羡林先生曾说：“即使把我烧成了
灰，我的每一粒灰也还会是爱国的。 ”“出过国门
后更爱国”，是许多留学生们的内心感慨。 “共和
国勋章”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的爱国敬业，普通
人每天上班下班努力把生活过得更好，藏之心底
的爱国情感总能生发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执着的
事业心，引领着一个人积极向上。

“不论树的影子有多长，根永远扎在土里。 ”
爱国爱得深沉，更会爱得得体。国庆节临近，这越
来越浓郁的爱国心、爱国情，将汇聚成洪流，激荡
成推动国家进步、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8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9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0号）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1号）

� � � �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
作的决议》 于2019年9月28日经湖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

次会议通过， 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
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9年9月28日

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32号）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免、批准任免名单

（2019年9月28日湖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谢建辉在省优秀专家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表彰大会上强调

为湖南由制造大省向智造强省
转变提供强大人才支撑

爱国情：藏于心见于行

正威（湖南）新材料科技城项目郴州开工

总投资106亿元
陈飞出席开工仪式

湖南美术馆开馆首展、第六届
全国画院美术作品展开幕

张宏森宣布开幕

湖南瓷博会醴陵开幕
当天签约项目38个，总金额达128.6亿元

马格南大师原作长沙展出
9月28日，“中国记忆：马格南大师原作展”在长沙市天心区湘江中路文和友美术馆启

幕，展出了7位马格南图片社摄影师在中国拍摄的近百幅作品，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
峥嵘岁月。 展览将持续至12月初。 马格南图片社1947年成立于法国巴黎，是一家世界知
名且具有相当影响力的摄影经纪公司。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闭幕会后，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制委

员会主任委员丁祖年为常委会组成人员作了《新

时代地方立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专题讲座。
省监察委员会负责人、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

长、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市州和部分县

市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在湘十三届全国人
大代表和省十三届人大代表，以及有关部门负责
人列席会议。

荨荨（上接1版②）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胡雪清

认为，通过制定这些规定，我省从法律层
面为研发机构、高校担任领导职务的科技

人员从事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明确遵循，
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对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加速科学技术进步、深入推动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