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宣言书。 将这张绘就的理想
蓝图转化成丰满的现实， 其中关键一
点， 就是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
的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进取意识、机遇
意识、责任意识，把深刻领会三中全会
精神转化成深化改革的强大动力。

改革，从来是攻坚克难、闯关夺
隘的进程。

深化改革，意味着啃硬骨头、涉险
滩，既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
必须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任何
思想僵化、固步自封，都是妨碍改革大
业的天敌。因此，在新的起点上全面深
化改革，就必须强化进取意识，始终保

持奋发向上、 敢于自我超越的精神状
态。事非经过不知难，愈难愈进，迎难
而上，才是改革者特有的品质。

破解发展中的难题，改革仍然是
我们唯一、最好的选择。

不改革，没有出路，同样，改革时
机宝贵，不加快改革，只会贻误战机。
在这样一个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以
何种精神状态推动改革，直接决定着
国家的未来。“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
问题格外艰巨， 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 瞻前顾后、
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
功尽弃。”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番话警
示着全体党员干部，在改革稍纵即逝
的“时间窗口”，必须具备义无反顾的
担当勇气。 （下转8版②）

本报记者 蒙志军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
是决定因素”， 毛泽东同志的这句
经典名言，一语道破做好干部配备
工作，是党和国家宏伟事业发展进
步的重要保障和生命线的真谛。

目前，我省超职数配备干部的
问题比较突出，为切实解决这一问
题，近日，省委办公厅专门下发《关
于认真做好消化超职数配备干部
工作的通知》。 这一文件有哪些特
点，将着重解决哪些问题？记者就
此进行了采访。

官员越配越多
板凳越加越长
超职数配备

是干部选任的“顽疾”
近年来， 澧县县委

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干
部，取得较好成效。全县
共有32个乡镇， 可配备
领导班子成员234人，目
前实配227人；县直副科
级以上单位205个，可配
备领导班子成员678人，

目前实配656人。
澧县县委书记彭孟雄告诉记

者， 消化超职数配备干部是难题，
但只要坚决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
例》， 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干部就
不难，澧县之所以在这方面取得较
好成效，关键在于县委一班人坚持
原则、坚守底线，在规范配备干部
上不搞突破、不搞变通。

然而，超职数配备干部，曾是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顽疾”，由于
多方面的原因， 一直难以得到解
决。

有媒体报道， 某县一个林业
局， 配了7个副局长， 2个局长助
理。 对类似超职数配备干部问题，
广大干部群众意见较大。

“超职数配备干部，危害是显
而易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下转3版）

本报记者 徐蓉 贺佳 冒蕞

9月22日，省政府召开湘江流
域保护与整治委员会会议,省委副
书记、 省长杜家毫出席并讲话。会
议决定，将湘江保护与治理定为省
政府“一号重点工程”，滚动实施三
个“三年行动计划”， 综合治理湘
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江清水。

11月17日， 就省政府如何落
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及“一号
重点工程”的意义、湘江治理与保
护的具体举措、关键难点、沿江八
市如何联动、公众如何参与保护等
问题，杜家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
访。

湘江保护治理关系
着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
两型社会建设大局

记者：感谢省长在百忙中接受
湖南日报专访。请您谈谈把湘江保
护与治理工作作为省政府“一号重
点工程”的重大意义。

杜家毫：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
不是今天才开始的， 历届省委、省
政府都为保护和治理湘江付出了
巨大的努力， 也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这次把湘江保护与治理作为省
政府的“一号重点工程”来抓，就是
在历届班子工作的基础上，按照党
的十八大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要求，
保持工作连续性，进一步动员全省
上下更加重视、更加努力、更加有

效地来保护湘江。主要有三个方面
的考虑。

首先是由湘江对于湖南的重
要性所决定的。湘江是我们的母亲
河，流域面积涵盖全省行政区域面
积的40%，承载着全省60%左右的
人口、75%以上的地区生产总值。
可以说，湘江保护治理关系着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和两型社会建设的
大局。

其次，是由治理湘江重金属污
染的紧迫性所决定的。2011年3
月，《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
施方案》获国务院批准，担负起为
国家大江大河治理探索经验、提供
示范的重大使命，国家要求我们必
须在“十二五”见到成效。现在离

“十二五”只剩下两年多时间，我们
一定要确保在这两年多时间里，使
湘江污染的趋势得到遏制，开始实
现水质由下降到提升的转折，不负
国家重视支持和全省人民期望。

第三，是由湘江水安全形势的
严峻性所决定的。民以食为天、食以
水为本，水为生命之源。目前湘江流
域的用水安全，已影响到我省的粮
食、食品安全。实施“一号重点工
程”，就是要破解这一关系全局的难
题，把喝水、蓄水、用水、治水的关系
处理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江清水，
留下永续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正是基于对湘江保护和治理
重要性、 紧迫性和严峻性的认识，
我们提出把湘江水质达标、确保人
民群众饮水安全摆在优先位置，不
达目标，决不罢休。 （下转2版）

群策群力
抓好湘江保护和治理

———访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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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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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研院”里的“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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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尹志伟）我省
财政部门迅速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现财政
监督关口前移。 记者今天从省财政厅
获悉， 我省2014年度省级部门预算编
制监督检查工作已于近日启动。 此举
意味着我省创新财政监督工作机制，
检查方式由注重事后监督向事前、事
中与事后监督并重转变， 让财政监督
服务于财政管理全过程。

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强调，“改进预算管理制度。
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
审核预算的重点由平衡状态、 赤字规
模向支出预算和政策拓展。”省财政监
督检查局局长庄大力介绍，2014年度
省级部门预算编制监督检查方式，将
采取“三个结合” 的方式进行，即：全
面检查和重点检查相结合， 上年度的
部门预算执行、 当年度的预算编制与
下年度的预算编制相结合， 现场检查
与被查单位资料送审检查相结合。

据悉，2014年度预算编制监督检查
工作的重点检查对象包括省民政厅等6
个单位。省财政监督检查局将重点检查
各部门新增项目支出情况，完成对重点
检查对象上一年度预算执行情况的检
查；重点检查收入预算的完整性、基本
支出预算的真实性、项目支出预算的合
规性以及是否申报预算绩效目标等情
况。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将由
省财政厅会同省级部门预算单
位， 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加以整
改，提高部门预算编制质量。

省财政监督检查局自2006年起，
就开始对上年省级部门预算执行与当
年预算编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2012
年开始， 将省级部门预算执行检查与
编制审查进行分离， 开展了对省级部
门2013年度预算编制情况监督检查工
作试点，重点检查了省政府办公厅等9
个省级部门预算单位。

财政监督关口前移
2014年度省级部门预算编制监督检查工作启动

民营力量，创造经济发展奇迹
———“活力湘商———湖南发展中的民营力量”采访综述

本报记者 唐爱平

繁荣经济、推动创新、催生产业、
扩大就业……市场经济浪潮下， 民营
经济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有目共睹。

凭借一个个创业的舞台， 湖南的
民营企业在思变，在发力，在崛起……

11月9日至17日，记者走进民营企
业，穿行于现代化的厂房，追随着企业
家匆匆的脚步， 见证湖南民营经济发

展的奇迹。

民营企业， 活力迸发的
市场主体

作为市场经济最敏感的神经和最
活跃的主体， 民营经济以其鲜活的生
命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 正成为拉动
湖南经济发展的生力军。

他们作为行业的标杆， 敢与欧美
老牌企业同台竞技。 湖南艾华集团的
流水线上，每分钟可生产出1万多个电
容器； 从这里走出的中高档铝电解电
容器，占全世界同类产品的75％，装备
德国欧司朗、荷兰飞利浦、日本松下等

国际知名品牌。
他们对新技术的探索、 对新市场的

拓展，有着“天生”的热情和执着；他们凭
借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 推动产业不断
壮大、集聚、升级。在长沙高新区的华曙
高科技有限公司，3D打印机不但能打印
精美的装饰品、工艺品，还能打印汽车、
飞机的零部件。在3D打印领域，湖南已与
国外尖端技术站在了同一水平线上。

他们敏锐捕捉那些让人意想不到
的商机，在市场的缝隙里，做别人想不
到的生意。长沙卓远文化传播公司，开
发出用电脑或智能手机轻松监控装修
工地的“透明家装”系统，在全国属于
首创， 今年投入市场不久， 就已创下

200多万元的利润。
他们在危机面前， 展现出过人的

智慧。作为铜铝深加工企业，湖南金龙
国际集团即使在同行八成停产、 半停
产的市场行情下，仍保持了快速增长。
2012年， 金龙集团税收达2.55亿元,企
业的人均创税额仅次于烟草行业。其
秘诀就是，与同行结成产业联盟，轻松
破解生产加工企业“无米下锅、生产停
滞”和回收贸易商“亏本囤积、待价而
沽”的双重窘境，而企业“回收拆解-熔
炼回炉-精深加工-再回收利用” 的完
整产业链条， 也大大增强了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 （下转8版①）

11月17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第一小学的孩子在阅读瑶族故事图书。近
年，该县开展“瑶族文化进校园”活动，把瑶族的文化、习俗、歌舞等纳入教学内
容，让学生学习、传承瑶族优秀文化。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瑶族文化进校园肩负历史的责任
———三论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全面深化改革

系列解读①

干部工作5个规范性文件

近日，省委办公厅和省委组
织部出台了5个干部工作规范性
文件，涉及领导职数、选拔任用
流程、干部考察、竞争性选拔、破
格提拔等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
重要内容，充分彰显了省委对规

范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空前力
度和坚定决心。为深入贯彻落实
好这5个文件精神， 本报从今天
起推出 《干部工作5个规范性文
件系列解读》，对5个文件进行深
入解读，敬请关注。

■编者按

严格按规定职数配备干部，是干部工作必须
坚持的基本原则， 也是中央和省委三令五申、反
复强调的重要干部政策。近日，我省下发《关于认
真做好消化超职数配备干部工作的通知》， 引起
广泛关注——

铁腕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

相关报道见8版相关报道见8版

满腔热情投身全面改革新征程
全省各地群众热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2版

———保母亲河一江清水

推进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