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湖南）-�缅甸
经贸合作对接会召开
湖南丝路驿站
（缅甸）挂牌

为了加快推进湖南
与缅甸的经贸交流合作，
9月24日，中国（湖南）-
缅甸经贸合作对接会在
仰光召开。副省长何报翔
向湖南能创国际有限责
任公司授予湖南丝路驿
站（缅甸）牌匾，标志着湖
南丝路驿站将作为湘企
出海的跳板。

近年来，湖南在中缅
经贸交流中日趋频繁，尤
其在能源基建、交通路桥
等方面成果丰硕。通过此
次交流合作将进一步加
强湖南与缅甸政府、工商
联及企业的联系。

湖南丝路驿站是湘
企出海的“孵化器”，将为
企业“走出去”提供一站
式的入驻服务，大幅降低
企业出海的成本与风险。

■记者 刘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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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点 强奸案“取保候审”背后有没有黑幕？
9月25日， 河南省检察院就

“鲁山少年涉嫌强奸获谅解返校
上学引质疑” 一事回应新京报记
者称， 取保候审也是一种强制措
施，该案还在审查起诉中，将按照
法院的判决来执行， 并表示此前
“释法说理不充分造成舆论事件”，
接下来将加强教育培训， 考虑启
动问责程序。（9月25日 新京报）

河南省检察院能在第一时间
内站出来回应社会质疑， 态度是
好的， 值得称道。 然而其解释有
“淡化事件严重性”、“甩锅舆论宣
传”之嫌，明显不够真诚。事实上，
强奸属于严重的恶性犯罪， 并不

适用“刑事和解”和“取保候审”。
所以， 即使按照河南省检察院的
辩解性说辞， 鲁山县检察院的做
法也是极其恶劣和不严肃的。

首先， 这一案件根本不具备
“刑事和解”的条件。根据现行法
律，只有两类案件适用于“刑事和
解”，一是涉嫌《刑法》第四、第五
章的犯罪行为， 最终量刑可能低
于三年的；二是除渎职罪外，量刑
会在七年以下的过失犯罪。 根据
《刑法》规定，强奸罪的量刑在三
年以上、十年以下，情节严重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
或死刑。 本案基准量刑在三年以

上，且非过失犯罪，根本就不适用
“刑事和解”。

更重要的是，在任何案件中，
检方都不应该介入“刑事和解”。
也就是说，即便本案合乎“刑事和
解”的条件，检方也不应该介入。
法律规定，“刑事和解” 由加害人
和被害人之间自愿达成， 检方强
行撮合加害人和受害人“和解”，
是对双方自主性“和解权” 的侵
犯，涉嫌职务犯罪（渎职）。

最后，鲁山县检方在涉及“取
保候审”的条件认定上，存在着重
大瑕疵。检方之所以把“逮捕”变
更为“取保候审”，给出的条件有

二：犯罪嫌疑人为未成年人；主观
恶性较小。问题是，本案的受害人
同样是未成年人， 办案的检察官
有没有考虑这一点？ 根据法律精
神，未成年人犯罪确应从轻处罚，
但法律也规定， 侵犯未成年人的
犯罪要从重处罚。 而检方认定犯
罪嫌疑人“主观恶性小” 则更是
“于法无据”， 因为涉嫌强奸犯罪
的，主观恶性都是大的，在这一罪
条里，主观恶性都一样，差别只在
情节的严重性，故检方的“主观恶
性小” 有任性释法为犯罪嫌疑人
脱罪之嫌。须知，杀人罪有故意和
过失之分，但强奸罪没有；杀人罪

里有主观恶性较小的“激情杀
人”，但强奸罪里绝没有“激情强
奸”一说。所以，在强奸犯罪中，谈
论主观恶性，不仅于法无据，而且
有违法律精神。

总之， 即使有河南省检察院
事后的“回应”和“圆场”，鲁山县
检察院强行介入公民自主领域的
“和解事件”和任性释法人为制造
“取保候审”条件的行为都是违反
现行法律精神的，有渎职的嫌疑。
这究竟是单纯的未能准确适用法
律，还是在幕后隐藏着“利益输送
和司法腐败”？上级检查部门应彻
查之。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9月25日讯 为深入贯彻
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扶贫领域
作风建设有关部署，进一步贯通政
协民主监督和党内监督，形成监督
合力，“政协委员走进省纪委”活动
今天举行。据悉，本次活动是在湖
南省监察体制改革后，省纪委监委
首次近距离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检
阅，也是省纪委第三次集中举办这
样的“开门反腐”活动。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副主席戴
道晋、贺安杰，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活动。参与“更好推进我省产业扶
贫”课题调研的省政协委员及部分
市县政协委员代表参加活动。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傅
奎出席。

前8月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3752起

政协委员们先后参观了省纪
委监委机关一楼大厅展示区、信访
室、 文化长廊和省纪委常委会议
室，并观看电视专题片《答卷》。

互动交流中，省纪委通报了今
年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情况。据介绍，我省深入开展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执纪问责，
1-8月，全省共立案查处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3752起， 处理

12098人， 追缴资金17828.84万
元，退还群众资金1548.77万元，公
开曝光典型案件2064件。

进一步做好政协民主监督与
党内监督深度结合文章

李微微充分肯定了省纪委监
委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李微微希望
通过活动，使政协委员全面深入了
解省纪委工作，深入感知反腐倡廉
新成就、新变化和新形势、新任务，
进一步凝聚全面从严治党广泛共
识。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进一步将政协民主监督和党
内监督深度结合，形成常态化互动
机制。探索加强“政协云”平台与
“互联网+监督” 平台的有效对接，
打通与纪委相关监督平台的接口，
使政协民主监督与党内监督的贯
通更及时有效。

傅奎表示，省纪委监委将认真
落实中央纪委二次全会精神，着力
强化党内监督，同时更加有效地与
政协民主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
合力。 要加强与政协的日常联系，
进一步提高政协委员对纪委监委
监督工作的参与度，自觉接受政协
委员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记者 陈月红

政协委员走进省纪委：进一步将民主监督和党内监督深度结合

今年来追缴扶贫领域资金17828万元

为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和使用效益，我国力争用3至5年
时间基本建成全方位、 全过程、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
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25日
正式公布。这一顶层设计旨在破
解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存在的突
出问题，以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
理为关键点和突破口，推动财政
资金聚力增效，提高公共服务供
给质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
力。

意见提出要构建全方位预
算绩效管理格局，实施政府预算
绩效管理，将各级政府收支预算
全面纳入绩效管理，提高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确保财政资源高
效配置， 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实
施部门和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将
部门和单位预算收支全面纳入
绩效管理，推动提高部门和单位
整体绩效水平；实施政策和项目
预算绩效管理，将政策和项目全
面纳入绩效管理，综合衡量政策
和项目预算资金使用效果，并对
实施期超过一年的重大政策和
项目实行全周期跟踪问效，建立
动态评价调整机制。

意见要求建立全过程预算
绩效管理链条，建立绩效评估机
制，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
效运行监控，并开展绩效评价和
结果应用。还要完善全覆盖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各级政府将一般
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
预算全部纳入绩效管理。

不仅如此，意见还明确硬化
预算绩效管理约束，财政部要完
善绩效管理的责任约束机制，地
方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是
预算绩效管理的责任主体。项目
责任人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对
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
身责任追究制，切实做到花钱必
问效、无效必问责。

此外，各级财政部门要抓紧
建立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
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将本级部
门整体绩效与部门预算安排挂
钩，将下级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
效与转移支付分配挂钩。对低效
无效资金一律削减或取消，对长
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收回并按照
有关规定统筹用于亟需支持的
领域。

■据新华社

本报9月25日讯 今天，省
政府召开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
座谈会， 总结第二批督察工作，
听取各组意见建议，推动第二批
督察后续工作。

截至9月6日，7个督察组共
收到群众信访举报3598件，交办
2973件；各市州办结2313件（其
中涉及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
件重复投诉247件， 已办结177
件）；共责令整改1324家，立案处
罚282家， 处罚金额1492余万
元， 立案侦查14件， 行政拘留7
人，刑事拘留6人，组织处理158
人，党纪政纪处分32人。

据悉，7月25日至8月14日，
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完成了对
长沙、株洲、湘潭、郴州、娄底、永
州、张家界7市的进驻督察。督察

期间，7个驻地督察组共调阅各
类资料30400余份， 同市级领
导、市直有关部门和县（市、区）
主要负责人开展个别谈话283人
次，走访市直部门134家，赴各县
（市、区）现场检查各类企事业单
位1126家，与各级有关单位和部
门座谈、问询145人次。

会上，副省长陈文浩向综合
协调联络组、 宣传报道组及7个
进驻督察组组长、副组长颁发了
荣誉证书。陈文浩要求，下阶段，
既要抓好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
后续工作，又要总结两批督察的
成功经验，进一步提高督察工作
能力和水平，健全督察工作成效
机制，真正发挥好环保督察的重
要作用。

■记者 和婷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公布意见 力争用3至5年基本建成预算绩效管理体系

严管“钱袋子”：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

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晒出成绩单
立案处罚282家企业，组织处理158人

国家级育种研发
平台主体完工

9月25日， 长沙市芙
蓉区人民东路与合平路
交会处，国家生物育种平
台华智水稻分子育种中
心主体基本完工，将进入
装修阶段， 预计明年6月
投入使用。建成后，将成
为目前国际一流的现代
种业高科技研发中心与
技术服务中心。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