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责任编辑 张平 傅晓波2015年1月29日星期四

“这里是红色摇篮，红得辉煌。
这里是绿色家园，绿得醉人。这里是
古色厚土，古得悠醇……”在今年省
两会上，很多人大代表注意到了前湖
迎宾馆会议中心那一组江西旅游摄
影展。

丰富多彩的摄影图片向大家展
示了井冈山、庐山、三清山、龙虎山的
奇特秀美，展示了鄱阳湖、婺源、庐山
西海的旖旎风光，展示了傩舞歌戏之
民俗、景德镇千年之窑火……许多人
大代表经过时，驻足观赏，纷纷点

赞。代表们表示，这组旅游摄影图
片真实再现了我们如诗如画的赣鄱
大地。

“佳山丽水与名胜古迹交相辉
映，历史文化与绿色生态浑然一体，
优美田园与乡村风韵和谐如画。”省
人大代表、乐安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陈
绍平告诉记者，看了这些照片，更为
自己是一名江西人感到自豪，“江西
风景独好”已成为江西通往世界的一
张名片，我们对江西旅游强省战略满
怀信心。“回去以后，我们也要将乐安
的资源优势更多更好地转化为经济
优势，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到经济
发展当中，使我们的天更蓝、地更绿、
水更净、空气更清新，共同的家园更
加美好。”

大美赣鄱 代表点赞
本报记者 邱 玥

百姓期待的好会风
本报记者 杨 静

“小学专业教师紧缺，尤其是
农村小学，这种情况在我省较为
普遍。”省人大代表、莲花县城厢小
学校长周燕萍说，从事小学教育多
年，小学专业教师一直十分紧缺。
不要说农村小学，就连县城的小
学，专业教师也紧缺。比如她所在
的小学，尽管是萍乡市规模最大的
小学，学生 3800 多人、教师 166 名，
但是一个专业的计算机、体育教师
都没有，音乐老师也只有 3 人，影
响了学校正常教学的开展。不要
说每个班组建兴趣小组，就是在
学校层面组建合唱团、体育兴趣
小组都很困难，这不利于学生的
全面发展。

“曾经选调过专业的体育教

师 ，但 是 没 有 符 合 条 件 的 人 报
名。”周燕萍认为，“一方面可能是
这方面的教师培养较少，另一方
面是计算机、音体美等专业的大
学毕业生从教意愿较弱。比如，
计算机专业是一个热门专业，相
对于教师行业来说，毕业生在外
工作的薪酬普遍较高，就不太愿
意来小学教书。”

周燕萍觉得，专业教师对于丰
富校园活动，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重
要作用。因此小学专业教师紧缺
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她建
议，有关部门可以定向培养一批专
业教师；也可以培养一些有特长的
在职教师，引导他们转岗承担起相
应教学任务。

充实小学专业教师力量
本报记者 陈斌华

短评

用法治推进改革
本报记者 杨 静

背景链接

“数说”2014法治江西

高楼大厦，低矮棚户区，是城
市内的两个世界。百姓期待圆一
个安居梦，城市则追逐一个发展
梦。让两个梦重叠，加快推动旧城
复兴步伐，让老城新价值、城市新
业态得到充分培育和显现，是旧城
改造运营面临的重要课题。

省两会上，南昌市西湖区以深
化改革破解城市二元结构之困、助
推区域经济发展的“西湖模式”备
受关注，其中“西湖区财政总收入
超50亿元”还被写入了政府工作报
告，不少代表委员为此专门找省人
大代表、南昌市西湖区政府区长梅
茂发取经。

作为南昌市最古老的城区，西
湖区是全市旧城复兴的关键之
作。梅茂发介绍，2014 年，西湖区
积极主动适应新常态，坚持稳中求
进的总基调，以苦干实干的作风和

“争第一、创唯一”的精神，全面深
化改革，创新工作思路和方法，经
济社会发展呈现崭新面貌。

拆迁实现新突破。梅茂发认为，
棚改旧改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和最大
的发展工程，“我们举全区之力推动
这项工作，全年共实施15个旧改项
目，拆迁面积占全市13个县（区、新
区、开发区）的四分之一。尤其是象
山南路沿线、大朝阳连线成片、万寿
宫棚改，做到了依法征迁、和谐征迁。”

经济呈现新跨越。西湖区紧
抓旧城改造契机，全力推进“腾笼换
鸟”战略，楼宇总部经济突飞猛进，
63 栋面积 5000 平方米以上的商务
楼宇、6 栋“亿元楼”应运而生。梅
茂发说，商务楼宇经济“垂直的印钞
机、立体的工业园”效用充分展现。
2014年，西湖区实现财政总收入省
口径53.14亿元，总量和增幅分别列
全省各县（市、区）第三和第一；辖区
内市、区两级建设项目总投资近
1000亿元。今年1月5日全省发展
升级视频现场会安排参观的6个重
大项目，就有3个在西湖区。

城市展现新形象。在建管、民
生领域，西湖区同样打了漂亮的

“翻身仗”：2014 年累计投入约 3.5
亿元狠抓“治脏治乱”，在全市城市
综合管理考核中，有 6 个月份、3 个
季度排名全市主城区第一；投入
5.5亿元集中实施56件民生实事。

蹄疾步稳，千帆竞发。“今年鹿
心社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

‘稳中有进、量质双升’，我们将保
持战略定力，继续聚焦旧城改造、
发展升级、城市建管和民生实事，
以‘西湖模式’破解城市内部二元
结构难题，助推‘五年决战同步小
康’，激情实干，坚决担当南昌打造

‘核心增长极’的排头兵。”谈起未
来，梅茂发激情满怀。

以“西湖模式”
破解城市二元之困

本报记者 宋 茜

食宿标准“瘦身”、少了鲜花点
缀、没有彩旗飘舞……节俭务实开两
会，自然值得点赞。但省两会开得质
量如何，更在于代表委员为发展大
计、为民生福祉建言献策，切实履行
责任。

代表委员肩负人民重托和社会各
界期望，一言一行体现对百姓的态
度。他们的表现，决定两会的质量。
代表委员务实活跃，在会上就会有更
多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审议政府工作
报告、参与各项讨论就能更具体、更深
入；大会休会期间，他们就能更多地联
系基层民众，更积极地反映群众关切，

凝聚思想共识、合力攻坚克难。
人们都想看到两会的新变化。

这种新，可以是政治生活的生动活
泼，可以是代表团、界别讨论时的议
论风生，可以是会务、会风上的可喜
转变。但根本上，人们更愿意看到两
会代表委员为地方改革发展的新谋
划，对民生实事落实解决的新思考，
对改进政府部门工作作风的新思路、
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建议。民
有所呼，会有所应，这就是人们期待
的两会会风；心里装着百姓，扎扎实
实为人民谋利益，这就是大家赞许的
政风。

这是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的两
会，江西如何前行，百姓非常期待。因
此，会场少些套话，多些真话；少些喝
彩，多点挑刺，以好作风破发展难题、
解民生忧虑，才是百姓期待的好会风。

省人大代表周瑛：优化实体经
济发展环境，要坚持问题导向，在抓
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不断优化发
展软环境。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保
险制度，稳步推进社保“五险合一”；
另一方面，可设立地方主导产业发
展基金，做大做强优势产业。

（本报记者 张武明整理）

省政协委员黄朋青：应抓住机
遇，适时出台措施，鼓励和促进台湾
青年来赣创业。台湾青年在创业基
地创业，除享受工业园孵化器的所
有优惠政策外，还应针对台湾青年
创业者的特点，出台个性化的扶持
措施。如台湾青年来赣创业，白手
起家，无资产可抵押，需要融资支
持，需要生活上的关怀，需要有关部
门的政策辅导和法律支持。

（本报记者 齐美煜整理）

省政协委员严翔：最近两年，赣
南脐橙产区柑橘黄龙病暴发，主要是
受柑橘黄龙病病源基数高、柑橘木虱
虫口密度较大，政策法规不健全、执
法主体不明确等因素影响。2015年
是柑橘黄龙病防控工作的关键之年，
相关部门应了解柑橘黄龙病发病规
律和特点，健全柑橘黄龙病防控相关
法规、政策，全力清除柑橘黄龙病树，
促进赣南脐橙产业发展。

（本报记者 宋 茜整理）

（记者杨静播报）今年省两会，
电子商务话题有点热。有多热？看
看政府工作报告就能感受到。报告
提到，去年我省电子商务年交易额
1384.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0.6%。
今年，将加快南昌、赣州国家电子商
务示范城市建设，力争电子商务交
易额新增1000亿元以上。

听听代表委员们的发言你也能
感受到。来自一线的农民代表，在
关注电商与农村“结亲”所带来的变
化；金融界的代表委员，热议电子商
务引领工程；一些法学界的代表委
员，在议论扶持电商发展的法律法
规；一些来自传统行业的代表委员，
则在探讨借电商之力转型升级。代
表委员带着思考的关注，必将为电
子商务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注入新
动力。

一曲《欢迎您到瑞金来》山歌给分组审议会场带来了阵阵清新之风。1月28
日，来自瑞金的代表杨丽珊发完言后用甜美的歌喉力推瑞金红色旅游。她建议加
大保护古村落力度，免费开放瑞金革命旧址景区。 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代表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本报记者 周 霖摄

政协委员们踊跃发言。本报记者 朱文标摄人大分组审议。本报记者 梁振堂摄

江西的发展，离不开法治强有力的
保障。立良法、施良策、谋良治，去年以
来，我省依法治省步履铿锵，法治江西砥
砺前行，有力推动了我省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稳定的各项工作走上规范化、
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

新的一年，法治江西向何处前行，法
治江西建设从何处着手？1 月 28 日，省
人大常委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陈东有、省司法厅副厅长肖良、奉新县常
务副县长邹俊明、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
务所主任刘卫东应邀来到省两会新闻中
心，就“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话题进行
全媒体访谈直播。

通过“立”“改”“废”，完善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去年是法治江西建设谋篇布局之
年，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法治江西
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关于全
面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的意见》，给法治江
西建设明确了方向。

“今年是法治江西建设全面启动之
年，省委把 200 多条意见都按照职能分
工，分配到 31 个单位，明确了责任，2015
年的法治江西建设有了路线图和时间
表。”肖良说，200多条意见将在 8个专项
组的协调推进下完成。

要切实推进法治江西建设，科学立
法显得尤其重要。

“新的形势给我省立法机关提出了新
的更高要求，无论是依法治理医闹问题、依
法治理民工工资拖欠问题，还是涉法涉诉
信访改革，都要依靠法治的力量，而法治的
龙头环节，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陈东有表示，“有的法如今看来并不是
很科学，这就需要调整；而有的条例已经失
效，就需要废除；随着社会发展，暴露出来
的法律空白越来越多，那就需要立。简而
言之，就是‘立’‘改’‘废’。通过这个途径，
不断地完善法律体系，科学立法。”

刘卫东认为，当前群众更在乎法律管
不管用、能否解决问题，对群众而言，判断
法律好不好的标准其实很简单——通过

每一次法律诉讼、利益博弈，自己的合法
权益能不能维护，正当诉求能不能实现。

坚持依法行政，提升领导
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

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文明的重要表
现之一，关于如何才能更好地依法行政，
访谈嘉宾道出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探索
性建议。

“奉新县由原来全省重点信访县成
为如今的‘三无’县，得益于全县聘请法
律顾问的做法。”邹俊明介绍，“我们出台
重大政策、起草规范性文件等，都邀请法
律顾问参与，并通过举办法治讲座、开办
法治夜校等形式，广泛宣传法律，使广大
干部群众受到法律教育。”在奉新，凡是
涉法涉诉的信访，都请法律顾问参与调
解，法律顾问要下到村组开展法律咨询，
而且 24小时开手机，随时接受群众的法
律咨询。陈东有认为，政府通过法律顾
问帮助群众维护权益、解决问题、化解矛
盾，是一个好的做法。

肖良说，奉新县通过聘请法律顾问，
大大促进了政府依法行政，提升了领导
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我省将用3
年时间，在全省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实现法律顾问
制度全覆盖。

作为一名律师，刘卫东通过现场讲
述群众维权案例，生动阐释了近年来群
众维权意识和维权方式的积极变化。他
认为，要让百姓们更好地保障自己的合
法权益，必须从制度上加以完善，比如，
建立由专业法律工作者组成的法律顾问
室，实行对口服务；设立首席法律顾问，
由公职律师来担任。

司法公正是前提，群众感
受公正才能信法

面对冤假错案的话题，陈东有感触
良多：“告之冤假错案的实情，并把调查
结果和处理结果公之于众，是我们社会
文明的巨大进步。虽然冤假错案发生率
极低，但对当事人却是百分之百的伤害，
可见司法公正的重要。”

刘卫东对以往司法行政化的现象并
不陌生：“往往审的人不能判，判的人没参
加审；另外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也影响
了司法公正。”江西作为全国第三批司法
体制改革的试点省份，将对司法人员进行

分类管理的改革举措让刘卫东对未来充
满信心：“将把司法人员分为司法人员、司
法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三类，其中司法人
员负责审案，而且实行终身负责制。”

司法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底线，一次
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
罪。陈东有将犯罪比作是河水遭到污
染，把不公正的判决比作污染了水源。

“老百姓信不信法，愿不愿意学法、用法，
要看这个法律有没有用，是不是公正。”
司法判决的公正与否，司法人员的作用
至关重要，陈东有不忘提醒法官和检察
官，不为金钱所动，不为权力所动，不为
人情所动。“只有司法的公正，社会才有
公正，老百姓才会相信法。法治中国、法
治江西才有坚实的基础。”

良法善治助力江西发展
本报记者 杨 静 邱 玥 卞 晔

14.3万
化解矛盾纠纷 14.3 万件，化解成功

率96.5%，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59.1%。
88%
市、县、乡平安建设达标率均在 88%

以上，高于全国平均值。
0.04%
社区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率0.04%，低

于全国平均值。
17.3%
涉法涉诉信访改革建立9大机制，涉

法涉诉重复访下降17.3%，其做法在全国
推广。

31.2%
依法治理医闹问题，医疗纠纷同比下

降31.2%，去年7月以来未发生医闹事件。

0
依法治理民工工资拖欠问题，交通

系统在建工程项目实现“零拖欠”，这一
做法正在全省推广。

95.33%
全面落实“政法干警执法办案八不

准”等铁规禁令，从严查处干警违法违纪
案件，群众对政法部门满意度达95.33%。

83
率先在全国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

度，全省10个设区市组建了法律顾问团，
83个县（市、区）聘请了法律顾问。

28854
发布“江西诚信红黑榜”，28854人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受到信用惩戒。全省
曝光9281名“老赖”信息。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
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是新常态下深
化改革的根本途径。

深化改革，注定是一系列激烈变动
的集合，而法治恰恰能起到“定海神针”
的作用。越是重大改革，越要法治先
行。事实上，总结我省去年以来的一系
列重大改革举措，一个相同点跃然纸上：
坚持在法治框架内推进改革。

过去的一年，我省法治改革的广度
和力度前所未有，不论是触及利益的司
法改革，还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限权改革，
都直指那些妨碍法治进一步发展的制度

障碍。法治紧跟改革步伐，新一轮改革
攻坚到哪里，法治建设就跟进到哪里。

当前，我们正处在全面深化改革的
攻坚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不仅是体制机
制的顽瘴痼疾，更有固化了的利益格
局。利益关系的调整，只有依靠法治的
力量，才能降低风险、减少阻力，确保顺
利推进。只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形成公平合理
的利益格局，建立公平的市场秩序，挤压
权力寻租空间，以法治立规矩、立秩序、
立质量、立诚信，才能推进我省各项事业
平稳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