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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力未来5年，我省区域产业布局出炉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强化区域分工合作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未来5年我省将从哪些方面发力？省
发改委网站29日公布的《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给出了具体的方
向。《规划》从资源要素优化配置的角度，对各个市州、各个板块的
重点产业进行了再布局。

《规划》明确，到2020年全省产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成效，
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到2020年，规模工业增加值达到1.56万亿元，
年均增长8%；服务业增加值实现2.1万亿元，年均增长10.5%左右，
占GDP比重达到48%以上。

《规划》提出，要因地制宜确定各区域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强
化区域分工合作，统筹推进“一核三极四带”区域产业发展新格局。

依托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国家级湘江新区、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国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高技
术产业基地和中部地区现代服务业中心。

长株潭核心增长极

京广、环洞庭湖、沪昆、张吉怀经济带产业布局
■记者 姜润辉

岳阳、郴州、怀化增长极产业布局

湘潭市

重点发展工程机械、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装备等高端
装备制造、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安全、移动
互联网、基础电子）、新材料、生物（精准医疗、高端
医疗设备、生物农业）、节能环保、现代金融、研发设
计、文化创意等产业。

重点发展轨道交通装备、 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制
造、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先进硬质材料、新
型复合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自主可
控计算机）、现代物流（铁路物流）等产业。

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电工电器及新能源装备、
海工装备）、汽车（汽车零部件）、新材料（金属新材
料）、食品、现代物流（商贸物流）等产业。

长沙市

株洲市

立足湖区资源、航运优势和产业基础，重点发展石化、能源、食品、住宅产业化、现代物流（港
口物流）等产业。

立足现有产业基础，积极融入珠三角，重点发展铅锌铋银等有色金属、新材料（金属新材料、
储能新材料、高端石墨）、新一代信息技术（通信终端设备及配套）、住宅产业化、休闲度假旅
游、会展服务业等产业。

立足区域性交通枢纽和生态优势，深化与桂、黔、渝、鄂五省边区区域性中心城市合作，重点
发展特色农产品、现代物流（边贸物流）、健康养老（养老养生）、生态文化旅游等产业。

岳阳市

郴州市

怀化市

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装备、精密模具）、有色金属（铜精深加工）、新材料（核材料、
金属新材料、化工新材料）、现代物流（工业物流）等产业。

打造长江中游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

重点发展食品、高端装备制造（现代农机）、新材料（金属新材料、储能新材料）、文化旅游等
产业。

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船舶）、新材料（稀土材料）、中药现代化、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线
路板）、现代物流（农产品物流）等产业。

加强与长三角、东盟地区产业间联系，发挥“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开放，增强
产业发展活力，建设特色产业聚集带。

重点发展新材料（精品钢材、特种陶瓷）、高端装备制造（农机装备）、建材、现代物流（商贸物
流）等产业。

重点发展特色轻工（发制品、五金工具、箱包鞋具）、建材、食品、医药等产业。

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条码技术装备）、特色农产品、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技术与信息产
品）、新材料（稀土材料）等产业。

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缩小发展差距，建成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

重点发展旅游及旅游产品加工、健康养老、会展会议业等产业。

重点发展旅游、食品、新材料（金属新材料）等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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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拒绝执勤是司法文明的示范

来论 不能普惠的人性化安检免不了被质疑

为创建文明城市， 江苏徐
州近日要求100余家单位上街
协助交警执勤， 包括徐州市检
察院等。8月28日下午， 徐州市
检察院明确表态不组织人员协
助执勤。 事件引发关注。8月29
日， 记者从徐州市委宣传部获
悉：徐州市委对此表示支持，徐
州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
不再安排检察干警上街协助执
勤。（8月29日《新京报》）

市检察院敢于拒绝执行市
里的“红头文件”，可谓是破天
荒头一遭儿，所以，这事成了新
闻。检察院之所以如此“硬气”，
是因为手里有“尚方宝剑”———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

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以下简称
《规定》），其中规定：不安排检
察官从事超出法定职责范围的
事务。所以，该检察院不组织任
何检察机关人员上街协助执
勤，市委也只能表态支持。

实际上， 这里并非比的是
中央和地方的权大权小， 而比
的是谁更忠于法治精神。《保护
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
定》刚刚颁布一个月，是部新法
规， 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可以说
还不大熟悉。 但要是真正讲法
治精神， 对于越是新颁布的法
规就越是应该主动积极学习、
认真领会执行才对。 如果是这
样，徐州市政府在颁发“红头文
件”时，就至少不应该将法院、

检察院等司法机关包括在上街协
助交警执勤的范围内， 因为这是
违法的；而新法规也明确说，司法
机关有权拒绝， 检察院行使了这
项合法“拒绝权”———两下相较，
这是“合法”对“违法”的胜利，而
不能狭隘理解为“大一些的权力”
对“小一些权力”的胜利。

也正是因为检察院敢于敬重
法律， 捍卫自身正确履行职责的
合法权益， 检察院的拒绝才赢得
了包括广大网民在内的更广泛的
喝彩。正如“两办”《规定》的初衷
就是要通过保护司法机关及其司
法人员的合法履职权利， 进而捍
卫司法的公正公平， 通过检察院
“拒绝”市里的“红头文件”，民众
也看到了检察院不畏外界干扰、

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可能， 这才
由衷地支持与点赞。在此意义上，
检察院的“拒绝” 才不是斗胜逞
强，而是法治精神的进步。

而再回到创建文明城市的主
题，一个城市是否文明，并非仅仅
看街道是否整洁靓丽， 更要看其
是否有现代文明的内涵。 毫无疑
问， 司法文明也应是城市文明的
题中应有之义。用“违法”的办法
来创建文明，是并不文明的做法。
城市文明，犹如人的修养，也应该
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文明的气味。
文明城市的创建恐非一日之功，
全民动员的运动式创建， 实质上
是在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可
以休矣。

■本报评论员 赵强

9月1日起，南京地铁将正式
开始全线安检。名牌包在满足条
件的情况下可向安检员开包检
查无需再过安检仪。就是这“名
牌包免过安检仪”的提法，受到
广泛质疑， 南京地铁方面“辟
谣”：“名牌包免过安检仪” 并非
免检，而是可以采取开包检查的
方法进行人工安检。（8月29日
《扬子晚报》）

我们不妨脑补一下出台这一
安检政策的初衷：“名牌包” 价值
不菲，动辄数千上万，过安检仪时
若与其它物品发生擦挂， 也许会

形成印痕，会让包主人心疼。为了
让安检更人性化， 充分考虑名牌
包主人的感受， 在符合一定条件
的情况下，让名牌包免过安检仪，
安排专人进行人工检查， 是主动
为乘客服务的举措。这样，也避免
了万一发生名牌包受损而产生的
纠纷。

以上脑补，想来应当是“纵不
中，亦不远矣！”本来，公共服务
部门想乘客之所想，推出人性化
的服务措施，应当是值得嘉许的
好事。可惜的是，公共服务部门
没有充分考虑社会的反响和公

共政策的普惠性，硬是让原本服
务性措施变成了网友口中“对有
钱人谄媚，对普通人歧视”的失
败案例。

公共服务政策（安检更关乎
着公共安全）的推出和实施，不能
够只考虑部分人、 特别是少部分
人的感受，而是要有普惠性，要让
所有人（至少是绝大多数人）都能
从中受益。 对于安检这类政策的
出台， 更要考虑安检的特殊性及
目的性。 如果缺少对所有潜在对
象的普惠， 并且忽略了一项措施
背后的目标指向的话， 这项措施

的可行性就值得怀疑了。
南京地铁安检的新规就犯了

几个错误： 一是没有对公平性的
考虑， 名牌包可免过安检仪而采
取人工安检方式， 其实是对其他
“包”的歧视；二是安检是对所有
人的安全利益负责， 本应当过安
检仪的却采取人工检查， 有可能
对所有人的安全利益造成损害；
三是对名牌包采取人工安检增加
了人力成本， 这些成本是由所有
人负担的， 但其他乘客显然没这
个义务承担。

■廖德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