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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1日讯 2020
年湖南检察机关公益诉讼
检察共立案8125件，提起公
益诉讼341件， 支持起诉15
件，人民法院审结274件，检
察机关诉讼请求均得到支
持。9个案件被最高人民检
察院和有关权威机构评为
典型案例、精品案例和优秀
案件。

今天，湖南省人民检察
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
2020年度湖南检察机关公
益诉讼工作情况。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
员、副检察长刘清生介绍，一
年来， 湖南检察机关主动对
接中央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聚焦黑臭水体、危险废物、工
矿企业污染、 农业面源污染
等突出问题，加大办案力度，
助推长江经济带等重大战略
实施。 全省检察机关共立案
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案
件2884件，办理诉前程序案
件2396件， 提起公益诉讼
307件。 督促恢复被毁坏林
地、基本农田、湿地等25803
亩， 督促相关行政机关关停
整治违法排污企业234家，
向污染企业和个人索赔治理
恢复费用1.04亿元。

针对欠缴税费和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少缴欠
缴、骗取国家专项补贴等国
有财产流失突出问题，检察
机关部署开展扶贫异地搬
迁安置房审批、低保医保社
保监管等7个专项行动。全
省检察机关共立案国有财
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案件1817件，提起诉讼
6件， 督促收回土地出让金
5.67亿元。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士琳 唐龙海

本报1月21日讯 今天上午，
长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在圆满完成各项议
程后顺利闭幕，长沙市委副书记、
市长、 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
郑建新出席并讲话。卢鸿鸣、曹再
兴当选长沙市第十五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

“2020年交出优异答卷，长
沙‘十三五’发展实现了圆满收
官。”郑建新说，过去五年，是长
沙经济发展大跨越的五年，是城
乡面貌大变样的五年，是民生事
业大迈步的五年。长沙坚持把七
成以上财力用于保障改善民生，
公共服务实现系统性完善，民生
事业显著进步， 老百姓的幸福
感、获得感、安全感大幅提升。

郑建新表示，今年作为“十
四五”开局之年，必须迈好第一
步、见到新气象。“十四五”期间，

长沙将紧紧围绕“两城一极一区”
目标，即打造国家中心城市、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城市、 长江
经济带核心增长极、 现代化新湖
南示范区， 共同开创新时代长沙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当好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的领头雁。

郑建新强调，2021年要奋力书
写当好实施“三高四新”战略领头雁
的宏伟篇章， 奋力书写融入新发展
格局的崭新篇章， 奋力书写建设美
丽舒适宜居现代化大都市的壮丽篇
章， 奋力书写推动长株潭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的共贏篇章， 奋力书写促
进全市人民共同富裕的幸福篇章。

乘风破浪正当时， 快马加鞭
自奋蹄。郑建新说，要努力当好实
施“三高四新”战略的领头雁，奋
力建设现代化新湖南的示范区，
以“十四五”开门红迎接建党一百
周年。 ■记者 丁鹏志

从“跟跑”到“并跑”
多个“卡脖子”难题被攻克

“微晶石墨高效利用研究
与产业化”项目，攻克了微晶石
墨解离和浮选提纯技术瓶颈，填
补了国内空白，实现微晶石墨碳
含量超过90%。 通过新技术应
用， 我省建成了国内首条年产
20万吨的微晶石墨浮选提纯生
产线。目前，湖南正在全力打造
千亿级功率半导体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群，加快从“跟跑”到与国
际巨头“并跑”的重大跨越。

2018年立项实施的“人脑
重大神经疾病的分子病理机制
研究及应用”项目，针对老年痴
呆症、 帕金森病和孤独症等重
大脑疾病进行研究， 在全国范
围建立了重大脑疾病的多中心
数据库与协作网， 开展遗传变
异筛查。目前，已在全国68家医
院推广应用， 发现了潜在分子
诊断和治疗靶点， 并获国际发
明专利。

针对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
居高的问题，2019年立项实施
的“湖南省出生缺陷协同防治”
项目，在预防、筛查、诊断、治疗
等方面突破创新， 构建了出生
缺陷质量管理信息平台， 制定
了多种遗传性疾病的产前筛
查、 新生儿疾病筛查等地方标
准和实施规范， 实现多种疾病

“孕前-孕期-出生后”的全链条
防治、全人群覆盖，形成了出生
缺陷精准防治的新模式。

磁浮快线领跑世界
一批批“国之重器”相继问世

去年11月， 磁浮快线在长沙
开展车辆加载测试 ， 速度达
160km/h， 为目前世界短定子直
线电机牵引磁浮列车的最高速
度， 有望在今年上半年实现商业
化运用。2019年立项实施的“超级
地下工程智能成套装备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项目，实现我省在超
级地下工程装备领域这一技术创
新“无人区”加速领跑。项目团队
先后研制出高原高寒铁路超级岩
石隧道掘进机、 钻爆法超级智能
装备机群等。去年9月，又成功研
制出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应
用于北京东六环改造工程， 成为
隧道智能建造的“国之重器”。

2018年立项实施的“杂交
海水稻研究与应用”项目，鉴定
水稻耐盐碱基因6个， 开发水稻
耐盐基因标记10对，选育耐盐杂
交稻品种4个。 其中，8个耐盐碱
水稻示范区平均亩产达506.52
公斤， 示范面积5137亩。 下一
步， 耐盐碱水稻有望大面积推
广，实现“亿亩荒滩变良田”，可
多解决1亿人的口粮问题。

■记者 胡锐

湖南5年实施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创新重点工程32项，撬动社会资金配套投入20余亿

从跟跑到领跑，“湘”字号国之重器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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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1月21日，湖南省
科技创新重大项目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过去五
年， 湖南实施省科技重大专项和科技创新重点工程
32项，投入财政资金4.69亿元，撬动社会资金配套投
入20余亿元。

这些重大专项和重点工程展现了我省攻克“卡脖
子”难题、保障产业链创新链安全可控的科技力量，彰
显了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增进人民群众福祉的科技担
当；一批批“国之重器”产品在湖南相继问世，下一步，
“亿亩荒滩变良田”的愿望有望现实。

湖南缺电， 且用电负荷
波动大， 最大日峰谷差率接
近60%，居全国第一。“大规模
储能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示
范”重大专项，将对接国家清
洁能源战略， 研发大规模储
能系统，建立储能电站，开发
智慧管理系统平台， 研发交
直流平稳换相和电网电压稳
定的技术与装备， 并开展试
验示范， 推动我省储能技术
与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深海采矿领域，湖南已
具有坚实的研究基础。而“深
海矿产资源开采关键装备技
术研究与示范应用” 重大专
项， 将对接海洋强国战略，加
快突破3000-6000米深海矿产
资源勘探、采集与输送及其装

备电能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
推动我省形成链条完善、辐射
带动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深海采矿装备产业集群，缓
解我国陆地矿产资源对外依
存度较高的现实压力。

2020年， 新冠病毒疫情
来势汹汹， 人民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面临严重威胁。“湖
南省急危重症急救能力提升
与公共卫生应急救治关键技
术协同创新工程”， 将对接
“健康中国2030”战略，面向
人民生命健康， 完善急危重
症高效救治体系， 健全突发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评估、
决策、防控、救治协同机制，
提升急危重症患者存活率和
生存质量。

湖南将在能源、深海采矿等领域发力

1月20日，在消
费扶贫农副产品年
货购物节现场，市
民选购农副产品。
连日来， 湖南省消
费扶贫农副产品年
货购物节在长沙市
长沙县文体中心举
行， 吸引众多市民
前来选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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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农产品
成抢手年货

向污染企业和
个人索赔超亿元
湖南检察机关去年
提起公益诉讼341件

心系“三农”，当好现代农业“带头人”
作为一名来自基层的企业的

代表，张四玲一直心系“三农”，每
天的工作，离不开农民百姓，离不
开一线工人。 从企业厂区到田间
地头，她常常与一线工人、农民在
一起，与他们交流，了解他们的需
求、担心、困难，把人民群众的心声
和期望向人大汇报，向政府建议。

近5年来，张四玲共写出《关
于加强农村医疗卫生室建设的建
议》《关于推行农业生产标准化建
设的建议》 等10多件有实际操作
性的建议议案。

“我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要当
好现代农业的‘带头人’。”多年来，
张四玲倾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
蔬菜种植、加工，带领了江华、道县、

宁远等县和广西的富川、恭城等县
的2万多名农民种植特色蔬菜。同
时， 她还主动开展产业精准扶贫，
通过直接帮扶、务工帮扶、土地流
转等方式， 共帮助8000多名建档
立卡贫困群众实现增产增收和稳
定脱贫，每年为群众提供数千个本
地增收岗位，参与务工贫困劳动力
年收入达10000元以上。先后被评
为湖南省最美创业人、全国巾帼建
功标兵、全国三八红旗手、中国好
人、湖南省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在即将到来的省十三届人大
四次会议上，她准备了“关于补贴
农田深耕到户、 实现土壤修复的
建议”等4个涉及土壤修复、环境
安全的建议。 ■记者 丁鹏志

【人物档案】
张四玲，省人大代表，湖南

蔬益园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长沙市十五届人大七次会议闭幕
努力当好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领头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