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省这18个县市区
今年计划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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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乡村振兴不能“置民于困”

本报5月16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座谈会在
长沙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强调， 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宪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快法
治湖南建设进程，让宪法成为全社
会共同信仰的最高律令，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法治
保障。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
主任刘莲玉主持座谈会。 省领导
陈向群、傅奎、蔡振红、杨维刚、王
柯敏、向力力、周农，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田立文出席。

杜家毫充分肯定近年来我省
贯彻实施宪法、 推动民主法治建
设取得的明显成效。他指出，深入
学习宣传、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
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
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 十三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 更好地体现了人民意志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更好地适应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 对进
一步加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具有十分重
大的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影响。全
省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切实增强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宪法的思想行动自觉， 引导全
社会不断增强宪法自信和宪法自
觉。 要突出学懂弄通宪法的核心
要义和精神实质， 始终坚持宪法
确立的国家指导思想不动摇，坚
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动摇，坚
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制度体系
不动摇，坚持聚焦国家根本任务、
发展道路和奋斗目标不动摇，坚
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动
摇， 坚定维护宪法权威和保证宪
法实施。

杜家毫强调， 要加强组织领
导、突出工作重点，着力提高学习
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法治成
效。 抓好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
保证， 牢牢把握宪法学习宣传和
贯彻实施的正确政治方向。 抓好
各级国家机关这个重要法治主
体，不断增强依法治国、依宪行权
的法治意识。 抓好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 厚植宪法至上的法
治土壤， 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崇
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
宪法、运用宪法，提高运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 推动发
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抓好全面普法这个基础工作，丰
富宪法宣传教育形式， 让宪法深
入人心、家喻户晓。

省政府、 省监委、 省委宣传
部、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
院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言。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本报5月16日讯 近日，省国
土资源厅下发通知，对6起土地违
法案件进行挂牌督办， 由相关市
州国土资源局直接立案， 依法严
肃查处并整改， 自通知下发之日
起60日内办结。

这6起挂牌督办的案件分别
为：长沙市宁乡经开区红茶饮料
生产基地土地违法案、湘潭市仰
天湖公园配套设施用地一期建
设项目土地违法案、怀化市芷江
侗族自治县唯楚果汁酒业有限
公司土地违法案、衡阳市石鼓区
经开区化工厂项目土地违法案、

郴州市北湖区绿心童乡游乐场
二期项目土地违法案、娄底市新
化县长岗岭环保砖厂土地违法
案。

通知要求， 省厅挂牌督办的
案件， 由相关市州国土资源局直
接立案查处， 不得移交给县市区
国土资源局。 各地要严格按照规
定办理， 案件办结时间不超过60
日， 并且要按照既查事又查人的
原则， 依法严肃查处土地违法案
件，确保查处整改落实到位，相关
查处结果将统一向社会公开。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本报5月16日讯 今天上
午，省高级人民法院通报了该
院新出台的《关于进一步落实
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
办法（试行）》的有关情况。该
《办法》从5月1日开始执行。

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之
后出现的一些法院院庭长不
敢监督、不愿监督、不善监督
的问题， 省高院出台了该办
法。《办法》细化了最高人民法
院确定的院庭长有权事中监
督的“四类案件”的范围，即涉
及群体性纠纷的案件， 疑难、
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
的案件，可能发生类案冲突的
案件，可能发生违法审判的案
件。规定了这“四类案件”的发
现主体、监督权限、监管方式，
要求立案部门、 业务庭室、承
办法官、分管领导、监察部门、
新闻宣传部门等在多环节对

“四类案件”进行甄别。
《办法》 明确， 院庭长对

“四类案件”进行监督，可以采
取查阅卷宗、旁听庭审、要求
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在规定期
限内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结
果等方式进行。为防止院庭长
监督“越位”，《办法》规定院庭
长对独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
告案件的审理过程或评议结
果有异议的，不得直接改变合
议庭意见，但可以要求合议庭
复议一次，如果合议庭不复议
或者经复议不改变原合议意见
的， 可以按程序提交专业法官
会议或审判委员会讨论。同时，
院庭长对“四类案件”监督管理
的过程及监督结论应当记录在
《案件监督管理登记表》中，并在
网上审判管理平台中予以标
注，全程留痕、附卷归档。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欧嘉剑

随着5月20日越来越近，湖南
长沙宁乡市回龙铺镇的莫海德和
胡建明等农户越来越难熬。 因为
到这一天， 当地政府要求他们必
须将旅游干线两厢的农业大棚自
行腾退、拆除。在眼下农业生产如
火如荼之时，这样的“限令”让农
户们普遍犯难。“发展旅游是好
事，我们也赞成。但本来提倡农旅
融合， 不能以有碍观瞻之由拆除
道路两厢的农业大棚， 否则就是
扮靓了旅游干线，‘干’ 掉了农业
大棚”，宁乡市不少种养大户普遍
认为。（5月16日《农民日报》）

为了发展旅游，强制要求腾
退和拆除沿线大棚，这显然是为
了一种发展牺牲另一种发展，尤

其是在农业发展处于关键时节
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行政命令，
显然是不合适的。宁乡作为一个
有着丰富旅游资源的地方，竭力
将旅游业发展好，以振兴乡村经
济，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发展中
扭曲价值排序，以牺牲农业为代
价，似乎就有“拍脑袋决策”的嫌
疑了。

“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节
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在经济发
展中，“使民以时” 显然是极为重
要的。同理，尊重农业生产，不破
坏既有的农业生产规律也是政府
部门理应遵循的决策思路。 跟旅
游经济的增长速度比， 农业生产
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能会有限得

多，但在“以农为本，以民为本”的
治国理念下， 追求经济增速的同
时还需要考虑农业问题， 体恤稼
穑之苦。这些被要求拆除的大棚，
都正种植着处于发苗时节的作
物，例如草莓大棚，在发苗期如果
耽搁一季生产，损失起码20万元，
而不少大棚都是农户与外地老板
共同投资建设的，一旦拆除，投资
者必定有意见， 种养大户和承包
户不可避免就会产生矛盾。

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往往都有
足够正当的理由，就像这次要求拆
除大棚，理由是“市里面正在大力
发展旅游业， 认为旅游干线两厢
的大棚有碍观瞻， 而且认为盖在
大棚上的白色薄膜反光、 影响交

通安全。”或许从进一步完善旅游
发展的角度来看， 这些问题确实
构成了阻碍，但如何处理，显然需
要事先征求农民的意愿， 制订可
行性方案或替代方案， 仅凭一纸
通知就要求拆除， 这就是权力的
独断专行， 程序上是很难站得住
脚的。

另外， 这种行政命令显示出
当地政府部门对旅游经济发展的
狭隘理解。 农业发展与旅游发展
并不冲突，相反，二者可以相辅相
成、相得益彰，就拿宁乡旅游线沿
途的大棚来说， 这些果蔬大棚本
身就是设施农业、观光农业，人们
在进行“农家乐”的时候，体验大
棚里的蔬果采摘是一个重要的旅

游内容，一方面让农户增益，另一
方面也让旅游选择更丰富。 如今
为了“观瞻”而拆除大棚，不仅是
对农民利益的忽视， 也是不尊重
产业现状而自以为是地进行野蛮
决策，将旅游发展狭隘化。

推进乡村振兴是好事， 优化
产业布局也是好事， 但必须结合
实际，且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而
不是强制性、想当然地蛮干，将发
展建立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之上。
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民过得更
好， 而不是给他们带去麻烦甚至
灾难，如果是这样，那么就必定陷
入“置民于困”的陷阱，与发展初
衷相背离了。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5月16日讯 今日
下午， 湖南省2018年脱贫摘
帽县脱贫攻坚工作调度推进
会在长沙举行。 会议透露，绥
宁县、武冈市、平江县、安化
县、新田县、辰溪县、会同县、
靖州县、芷江县、慈利县、汝城
县、安仁县、宜章县、江华瑶族
自治县、双峰县、永定区、新邵
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这18个县
市区今年计划脱贫摘帽。

湖南2016年脱贫摘帽县
市区2个：武陵源区、洪江区。
2017年脱贫摘帽县市区12
个： 省政府已批准摘帽县市
区(7个)祁东县、双牌县、江永
县、宁远县、洪江市、吉首市、
鹤城区；还有炎陵县、茶陵县、
石门县、桂东县、中方县这5个
正待通过国家专项评估检查
后正式摘帽。

资料显示， 湖南“十三
五” 期间共有51个贫困县市
区要脱贫摘帽， 也就意味着
今后湖南还有19个县市区要
脱贫摘帽。 ■本报记者

杜家毫在省委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座谈会上强调

让宪法成为全社会共同信仰的最高律令

省国土资源厅挂牌督办6起土地违法案

省高院出台专门文件

确保院庭长监督
“四类案件”不越位

5月16日，长沙市开福区伍家岭街道浏阳河社区开展廉政教育主题活动，通过“廉情”寄语公示、“廉洁”
知识答题、“廉政”案例宣讲等多种方式，提高辖区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意识。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汪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