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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月，
我省完成了首轮基
本药物招标工作并
挂网运行， 中标药
品品规2446个，中
标价格平均下降了
51.48%。

●2012年，我
省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含村卫生室）全
面实施基本药物制

度后， 每年减少的
药品加成收入超过
10亿元。

●2012年12月
开始 ，8个试点县
市所属 26家县级
医院（县级人民医
院、中医院、妇幼保
健院） 相继启动实
施公立医院改革试
点工作。

让改革的旗帜高高飘扬·��热点探析

闯入“以药补医”改革深水区

详见4版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周云武）
12月19日上午，步步高集团董事长王
填对记者表示，消费者已经发生重大
变化，必须调整现在的服务模式，“要
从‘心’出发，让顾客变成粉丝。”这就
意味着，商家要从“自己配菜顾客点
单”， 变成更多地从消费者的需求出
发。为此，步步高制定了“O2O战略”
（即将线下商务机会与互联网结合在
一起， 让互联网成为线下交易的前
台）。

“和消费者做朋友”
步步高卖的是什么？ 是美好的生

活方式，所以和消费者的交流、互动非
常重要。

在12月19日召开的步步高集团年
会上，王填对O2O战略进行了部署。

从心出发， 以O2O强化消费者链
接， 是指步步高的营销要在理解、认
知、打动消费者的基础上，和消费者做
朋友。 （下转12版）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李勇）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蒋作斌率领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视
察长沙海关工作。据悉，今年1至11月，
我省进出口增长近两成，增速列中部省
份第一。

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先后视察
了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事处和长沙
海关12360工作室， 并听取了长沙海关
工作汇报。 据海关统计，2013年1至11
月， 我省进出口总值1374.9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19.9%，较全国平均增速高
12.2个百分点。呈现出加工贸易
快速增长，对香港、欧盟出口快
速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增长明
显、机电产品出口平稳增长等特
点，其中，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超
过6成，国有企业拉动进口增长。

在监管方面，长沙海关扎实开展“绿篱”
专项行动，立案查处走私废物刑事案件
2起，查证走私废物28.51万吨，立案查
处走私废物行政案件3起， 查证走私废
物626.96吨，有效打击了“洋垃圾”走私
行为。

代表们认为，长沙海关通过不断优
化监管与服务，在推动我省开放型经济
大发展大跨越中起到积极作用。希望长
沙海关进一步提升信息化水平，简化办
事程序，提升通关效率，降低企业成本，
不断促进我省对外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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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龚承平 宋立湘 ）“在流动党员

‘心家园’，我结交了很多朋友。上月底
我被不良顾客打伤鼻梁住院，‘心家园’
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来探望我，让我这
个外乡人倍感家的温暖。”12月6日，来
自贵州的党员、在悦方购物中心任保安
部经理的肖飞对记者说。这是长沙市天
心区把党建工作项目化，创新基层党建
工作的一个小镜头。

今年以来， 该区共投入2000多万
元，完成新建、改造、提质社区服务平台

18个；组建法律援助、政策咨询、环境保
护、心理疏导、就业服务等403支志愿服
务团队； 建立非公党建1+X信息化平
台、“五位一体” 党代表工作室、“党员E
刻服务圈”网络管理系统、流动党员“心
家园”等新模式、新平台。

赤岭路街道芙蓉南路社区的“党员
E刻服务圈” 网络管理系统整合社区内
的商家、爱心人士、民间团体等服务资
源，用信息化手段，使居民足不出户便
能解决问题， 目前已办结大小事情798
件。坡子街街道的流动党员“心家园”项

目创新行业化分类管理，解决了流动党
员管理难题。酒吧业、商贸业、餐饮业、
物业服务业4个流动党员“心家园”，为
200多名流动党员提供学习交流等各种
服务。

“通过把党建工作项目化，创新基
层党建工作， 是我们做好党建工作的
新探索。” 天心区区委书记曾超
群介绍， 今年是天心区的党建
“项目建设年”，把党建工作以项
目的形式进行申报，对项目进行
验收考核 , 将基层党建工作的

“软任务”变成“硬指标”，将服务的“软
要求”变成“硬约束”。他们从全区申报
的23个项目中确定了12个重点项目，
在人员、经费、政策等方面给予重点倾
斜， 形成多个品牌工作模式和特色做
法，真正使党组织“活起来”，党员“动
起来”。

党建工作项目化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郭云飞 杨军
通讯员 龚志 刘洪 ）近日，沅江市船舶
制造产业园内，中南船舶配套产业区首
期6万平方米标准化厂房建成，3家企业
达成入园意向。这是沅江推进船舶制造
业扩量提质取得的新成果。

沅江市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着
力将船舶制造产业打造成富民强市支
柱产业。 去年沅江市船舶工业产值占
全省总量41.5%， 今年1至10月同比增
长34%、占全省45.8%，沅江成为我省

目前规模最大船舶制造产业基地。该
市争取国家发改委支持， 完成了船舶
制造产业园发展规划顶层设计， 发展
定位为全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游艇和
公务艇产业基地、 全国著名游艇文化
之乡、 中部地区具有鲜明特色的内河
船舶制造基地、 湖南省船舶设计研发
展示中心。市财政投入巨资，加快园内
水、电、路、通信与标准化厂房等基础
设施建设， 并全方位为入园企业提供
优质服务， 形成了发展船舶产业的洼

地效应。
同时，沅江市引导扶持企业与中南

大学、华中科大、武汉船舶学院等院校
开展产学研合作，提升船舶设计制造水
平。目前，全市拥有船舶制造自主知识
产权190余项。 作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该市太阳鸟公司建有省
级企业技术中心，并与华中科大建立了
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可生产81个规格、
181种型号的复合材料游艇、特种艇、商
务艇， 成为目前国内产品线最齐全、市

场占有率最高的游艇企业，其商标被认
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沅江市船舶制造产业园已跻身国
家高技术产业基地、省新型工业化产业
示范基地。 目前， 园内已有太阳鸟、金
瀚、镇波等船舶制造企业29家，主要生
产游艇、公务艇、工程船、运输船等，产
品销往20多个省市区，有的还打入了东
南亚、非洲与欧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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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刘文韬）12月
16日，省委印发了《2013—2017年湖南省干
部教育培训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规划》 指出，
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
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在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据介绍，我省出台《规划》，旨在持续推
进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升干部素质的
战略任务， 全面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全
面提升干部教育培训质量，努力培养信念坚
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
洁的好干部，凝聚科学发展“正能量”，为建
设美丽富饶新湖南，谱写中国梦的湖南篇章
提供坚强保障。根据《规划》，培训的重点主
要为理论教育，党性党风党纪、党史国史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能力培训和知
识教育等4个方面， 从而使广大干部理想信
念更加坚定、理论素养不断提高、党性修养
切实增强、工作作风明显改进、德才素质和
履职能力显著提升。

培训的对象涵盖党政领导干部、企业经
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青年干部和
基层干部。其中，每年将选派200名左右的厅
级领导干部到中央5所干部院校培训； 省委
组织部每年安排400名左右的厅级领导干
部到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主体班参加培
训，每年安排800名左右省直机关、市州的正
县处级领导干部到省级干部教育培训机构
培训；5年内将省属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的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党组）书记及后备人
选轮训一遍；坚持省级示范培训、市级重点
培训、县级普遍培训的原则，抓好基层干部
教育培训工作，省委组织部每年将举办1至2
期乡镇（街道）党政正职示范培训班。按照
《规划》 要求， 我省将健全干部培训情况考
核、登记、跟踪管理等制度，并把理论素养和
学习能力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
厅级、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每5年应当参加
党校、 行政学院或经厅级以上单位组织人
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累计3个月以
上的培训。

《规划》提出，要优化培训课程，改进培
训方式。推广“课堂+基地+实践”党性教育模
式，在党校主体班次中推广“三进三同”驻村
入户体验式教学；采取专题培训、廉政教育、
实践体验、座谈交流等方式，加强对重点岗
位、新任职领导干部的党性教育和道德品行
教育；积极推广研究式、情景模拟、对策研
讨、拓展训练、无领导小组讨论等教学方法，
加大案例教学比重。2015年前省级干部教育
培训机构的案例课程占能力培训课程的比
例不低于30%。同时，推进在线学习，2017年
前实现全省县处级以上干部在线学习。

（《规划》全文见本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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沅江造船冠三湘 产值占全省四成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李勇 杨柳
青）昨天下午，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第
三环节省委督导组工作会议在长沙召
开。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说，第一批教育
实践活动进入倒计时， 各单位已向群
众作出整改承诺， 怎么改、 改得怎么
样，干部群众都盯着、等着、盼着。各督
导组要从严督导，一督到底，确保整个
活动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
朗主持。4位督导组组长作交流发言。

孙金龙说，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
节，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决定性、关键性
环节。但整改落实越深入，触及的利益
越深， 遇到的阻力越大， 解决起来越
难。 一些单位在整改落实中， 还存在
松、软、拖的现象。各督导组要进一步
强化政治责任感，思想不能疲、劲头不
能松、措施不能软，再加加油、添把火，
坚持从严督导， 确保第三环节各项工
作真正落实到位。 要严格审查整改方
案和整改措施， 对整改方案和整改措

施大而化之、不具体、针对性不强的，
对征求的意见和查摆出来的问题没有
逐一回应的， 对没有明确具体整改责
任人和整改时限的，坚决打回修改。要
督促加强34项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对
整改不力、解决问题效果不好的，要及
时约谈指出，决不轻易放过。要督导做
好第三环节评估工作， 指导抓好建章
立制和整个活动的经验总结。

孙金龙说， 整改工作如果做不到
群众心坎上、不能让群众满意，方案再
好、声势再大，也是徒有其表。各督导
组要进一步推动开门抓整改， 向督导
单位提前打好“预防针”和“清醒剂”，
督促整改事项公开公示， 继续推动电
视问政，促进整改成效满意度测评。要
集中时间精力，加强统筹协调，服务发
展大局，进一步搞好督导工作。

郭开朗要求， 督导整改要强化一
把手责任，敢于动真碰硬，强化群众监
督，以更认真负责的态度、更严格的标
准盯到底、督到底。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谭云东 苏原平）为宣传推广武
术文化， 进一步探索校园开展
武术活动的方式方法， 由国家
体育总局宣传司、 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和中国体育记协、 中国
武术协会主办，省体育局、湖南
日报、 湖南省仁山青少年武术
俱乐部承办的“全民健身走神
州———湖南推动武术进校园”
采访活动16日至19日举行。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
中新社、中国体育报、中国教育
报等多家中央媒体记者就此进
行了为期3天的集中采访。

其间，中央媒体记者分别
对湖南师大附中、 长沙市一
中、雅礼中学、长郡中学和新

化一中等5所学校开展武术活
动的情况进行了采访，并观摩
了校园武术活动。

据省体育局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在省体育局、省教育
厅的推动下，湖南开展校园武
术活动取得一些成绩, 长沙、
株洲、湘潭、益阳、岳阳、娄底
等11个市州近200所中小学
开展了武术活动，其中高中中
学达到58所，参加武术练习的
学生超过20万人。 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
任邵世伟对湖南省开展校园
武术活动充分肯定，表示将就
在校园推广武术运动探索、积
累有益经验，引导广大学生传
承中国武术传统文化。

孙金龙在省委督导组工作会议上要求

从严督导 一督到底

前11月我省进出口
增长近两成

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视察长沙海关

12月19日，长沙地铁2号线杜花路站内一角。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步步高制定O2O战略

“让顾客变粉丝”

探索推广校园武术活动
中央媒体记者在湘进行集中采访

天心区
基层党建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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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斌 张小菁） 中国工程院今
天公布了2013年新当选院士名单，我
省3位专家榜上有名。他们分别是中南
大学桂卫华教授、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宋君强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印遇龙研究员。

这是湖南历史上当选中国工程院
院士人数最多的一年， 是我省高层次
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取得的又一重大
成就。至此，湖南两院院士共有51名，

其中在湘工作的院士27名。 获悉这一
喜讯后， 今天，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
组、省委组织部向3位新增院士及其所
在单位发去贺信， 省委组织部和省科
技厅有关领导登门祝贺。

据悉，201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增选工作于今年1月1日启动， 共有
560位有效候选人。今年中国工程院
院士增选总名额为60人， 最终51人
当选。

相关报道见14版

我省新增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桂卫华宋君强印遇龙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