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残疾人
跟上小康步伐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珈名◎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王茜）长沙是湖南的“客厅”，
省会各界都在为清洁美丽星城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天上
午，省会各机关单位、街道社区的工作人员及广大志愿者
放弃周末休假，走上街头，对长沙市区各主次干道、广场等
进行集中清洁。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参加了这
一活动。

长沙市23日召开了建设“清洁城市”动员大会，对市民
反映的保洁水平不高、管理档次不高、文明程度不高等问
题进行直面回应，提出要强力推进“清洁城市”建设常态
化，并邀请中央驻长单位、省直部门及社会各界共同参与，
优化长沙城市环境，共同做靓湖南的“客厅”。长沙市委、市
政府提出，在建设“清洁城市”的过程中，将按照“五无五
净”的标准推进，即道路无垃圾、无杂物、无积泥、无积水、
无污迹，路面干净、绿地和树圈干净、边角侧石干净、井沟
井盖干净、果壳箱等环卫设施干净。长沙将实行最严格的
考核办法，让市民参与评议，定期在媒体公布，不合格的县
（市、区）、单位或个人将面临“罚票子、丢面子、动位子”的
严厉处罚。严格实行“门前三包”责任制，让单位、企业、门
店等全面参与到“清洁城市”建设中来。

长沙还将把建设“清洁城市”与“清霾”行动、“碧水”行
动、“静音”行动结合起来，与推进“畅通城市”、“绿色城市”、
“靓丽城市”和更高水准的“文明城市”建设结合起来，配套
展开渣土扬尘、污水排放、噪音污染、交通秩序、城乡结合部
等一系列集中治理，让省会洁起来、靓起来、美起来。

长沙启动
“清洁城市”建设

要闻 ２０14年1月26日 星期日2
湘潭市 多云转晴 5℃～14℃
株洲市 多云 7℃～15℃
永州市 多云转阴 8℃～15℃

长沙市 今天阴天到多云，明天多云
北风 2～3 级 7℃～13℃

张家界 多云 3℃～16℃

吉首市 阴转多云 3℃～13℃
常德市 多云转晴 5℃～14℃
益阳市 多云 6℃～15℃

怀化市 多云转晴 5℃～14℃
娄底市 多云 7℃～14℃
邵阳市 多云 8℃～15℃

衡阳市 多云 8℃～15℃
郴州市 多云 8℃～15℃
岳阳市 多云转晴 6℃～14℃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王曦 通讯员 颜英华）
今天上午，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长沙召开，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 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总结去
年全省公安工作，分析当前形势，部署2014年工
作。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孙
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盛茂林主持会议。

2013年，全省公安机关在省委、省政府和公
安部的正确领导下，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重要批示精神， 围绕省
委、省政府工作大局，扎实推进打击整治质量年、
规范执法攻坚年、基层基础建设年、队伍素质提升
年“四个年”建设，全面提升维护平安、服务大局的
能力和水平， 有力保障了全省社会政治大局稳定
和治安平稳。公众测评显示，全省公众对社会治安
的评价同比提高0.93分， 对警务工作满意率达
97.89%。

孙建国强调，2014年， 全省公安机关要继续
提升打击整治质效， 以创新举措深入推进公安工
作改革，在深化平安湖南建设上下功夫。要继续推
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执法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继续加强基
层基础工作，坚持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倾，
夯实公安工作基础，推进公安工作转型升级。要继
续提升素质能力，按照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
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着力打造一支
信念坚定、执法为民、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过硬
公安队伍。

公众对警务工作
满意率达97.89%

孙建国要求，以创新举措推进公安工作改革

1月24日， 我省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活动部
署会议。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央重大决策要
求，总结全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 ，并对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动员部署。

目前，我省第一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已接近尾声。在第一批教育实践
活动中，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
导班子和省直机关157个单位， 按照中央
部署，结合湖南实际，紧紧围绕“为民、务
实、清廉”主题，坚持“照镜子、正衣冠、洗
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突出作风建设 ，
贯彻整风精神，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整个
活动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得到了中央
的肯定，也赢得了党员群众的广泛认同。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中，通过把整

风精神贯穿于活动各环节，使批评和自我
批评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和弘扬，党组织
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明显增
强；通过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刹住了
“四风”蔓延势头，以良好的党风带动着社
会风气整体好转，人民群众在感受到正风
肃纪明显成效的同时 ， 增强了对党的信
赖、拥护。

人民群众的支持与信任，是党推进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力量之源。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党最大的优势。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深入开展

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教育，党员干部思想
上补了“课”，精神上补了“钙”，改进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更加自觉，行动更加
坚定，风气更加浓厚；通过把教育和实践
有机结合起来，引导党员干部在服务群众
中提升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在听民声、解
民忧、惠民生的实践中增进了同群众的感
情。

拥有了这种感情 ， 具备了这样的能
力，我们就能更好地将党的主张转化成人
民的共同意志，就能营造出凝心聚力谋发
展的良好氛围。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是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有效途径。

我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始终坚持
以法治思维和改革精神建章立制，初步构
建了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
长效机制。这些制度把为民务实清廉的要
求具体化、规范化，划出“红线”、标出 “雷
区 ”、架起 “高压线 ”，让党员干部心有敬
畏、行有规范。

正是因为将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
求深深植根于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
为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指
明了实践路径。

我省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已取得的
阶段性成果，令干部作风出现了令人欣喜
的新变化、新气象。但我们也应看到，作风

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
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
一蹴而就。 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我们务必保持谦虚谨
慎、戒骄戒躁的作风，持续深入地加强作
风建设， 进一步巩固第一批活动成果，切
实搞好第二批活动各项工作。

高标准 、 严要求抓好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 ， 是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
务 ，为富民强省大局凝心聚力的必然要
求 。 我们要充分运用第一批活动经验 ，
扎实开展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把各级
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对当前形势的判断
和各项决策部署上来 ，把改进作风成效
落实到基层 ，开拓创新 ，攻坚克难 ，以作
风建设的新成效凝聚全面深化改革 、推
进科学发展 、 维护社会和谐的正能量 ，
为建设美丽富饶湖南 、书写中国梦的湖
南篇章提供坚强保证 。

（紧接1版） 第一批活动各单位将群众参
与贯穿活动全过程， 坚持真开门、 开大
门，真心实意让群众提意见、来监督、作
评判。

6、突出领导带头，发挥示范效应。把
领导带头贯穿活动全过程， 坚持上级带
下级、主要领导带班子成员、领导干部带
一般干部，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
实的良好局面。 徐守盛书记作为省委一
把手， 始终坚持以身作则， 带头开展活
动，切实做到认识高一层、学习深一步、
实践先一着、剖析解决突出问题好一筹，
为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标杆。 省委
常委班子从自身做起， 活动一开始就作
出“五个带头”承诺，率先抓具体问题的
整改，每个环节都走在前面。 省委先后6
次召开第一批活动单位一把手会议，激
发动力、传导压力，督促各单位一把手无
论是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 还是查摆问
题、 整改落实， 都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
加，把自己真正摆进去，以身作则，严于
律己，发挥表率作用；在此基础上，切实
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 既带头参与活动
又带头抓好活动，把活动牢牢抓在手上，
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二、 湖南省第一批教育
实践活动深入有效，群众普遍
反映较好

在中央坚强领导下， 湖南的整个活
动无论是在提高思想认识、 坚定理想信
念方面，还是在转变作风、推动工作落实
方面，都是富有成效的，取得了重要阶段
性成果，受到群众广泛好评。 概括起来，
主要体现在：

1、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认识得到普
遍提高。通过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广大党
员干部紧紧抓住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这个“总开关”，对照理想信念、宗旨意
识、 党性修养、 道德品行等方面查找差
距、认清实质、深挖根源，思想上补了课，
精神上补了“钙”，政治信仰和理想信念
更加坚定； 紧密结合思想实际、 工作实
际，对照为民务实清廉要求，深入思考和

认真回答“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
问题， 对群众路线作为党的生命线有
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新形势下做好群
众工作、 提高群众工作能力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进一步增强；通过活动，各级
党员领导干部逐步认清“四风”问题的
严重性和危险性，普遍认识到产生“四
风”问题的思想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
任心缺失、权力观扭曲，作为党员领导
干部，一定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加强主观世界改造， 把为民务实清廉
作为党员干部的价值追求和自觉行
动；通过活动，广大党员干部查找并解
决自身存在的“四风”问题，拉近了与
群众的距离，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作
风明显改进，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意
识和能力普遍提高，同群众一块过、一
块苦、一块干的自觉性普遍增强了。解
决自身存在的“四风”问题，拉近了与
群众的距离，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作
风明显改进， 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意
识和能力普遍提高，同群众一块过、一
块苦、一块干的自觉性普遍增强了。

2、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有了新的开端。 省委常委不折不扣
贯彻落实中央对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
提出的“从严从实”要求，把批评和自
我批评作为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的
重要保障， 作为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
传统、严格党内政治生活、解决自身矛
盾和问题的重要法宝，坚决克服“不以
为然”和“老好人”思想，坚决防止只栽
花不栽刺、搞一团和气的现象，坚持高
标准， 组织召开高质量专题民主生活
会。 守盛书记带领常委班子，认真组织
学习，认真听取群众意见，认真开展谈
心交心活动， 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提出整
改措施，同志们红了脸、出了汗，加了
油、鼓了劲，思想灵魂受到震撼洗礼，达
到了“团结———批评———团结”的目的。
第一批活动各单位按照中央要求认真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氛围普遍较
好，会议质量普遍较高。据统计，各单位
党组（党委）专题民主生活会总体评价

全部被评为“较好”以上，其中有62个
单位被评为“好”。 广大干部普遍反
映， 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确实动了
真、碰了硬，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
自我批评有了新的开端。

3、“四风”突出问题得到有效遏
制。 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为切入点，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
风”积弊进行认真整改和专项治理，
一批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整治， 广大干部群众从中
感受到活动的成效。一是文山会海、
检查评比表彰泛滥、 议事协调机构
过多等问题得到有效缓解。 全省性
会议减少33.2%；以省委、省政府和
“两办” 名义下发的文件数量精简
19.3%； 省本级和省直部门评比达
标表彰项目精减77.7%；省委、省政
府层面议事协调机构精简57.2%。
二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取
消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5个、 下放
50项；处理重复收费、违规收费案
件119件； 全省取消41项行政事业
性收费、降低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标准。三是公款吃喝、奢侈浪费等问
题得到有效遏制，“三公” 经费大幅
下降。 全省共清理处置违规配备公
务用车5100多辆，腾退清理超标办
公用房85.3万平方米； 全省公务接
待宴请消费同比减少30%以上。 四
是初步整治了一批侵害群众利益的
行为。 重点对征地拆迁、涉农利益、
涉法涉诉、 安全生产、 食品药品安
全、环境保护、发展教育事业、医疗
卫生等8个方面侵害群众利益的行
为，分别制定下发专项整治的文件，
明确整治的重点内容和责任分工。
目前，8个方面的专项整治工作正
在全省展开，有的已经初见成效，让
群众感受到变化、得到了实惠。这些
新变化、新气象，群众充分认同，党
内外积极评价。

4、 初步建立起了作风建设的
长效机制。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立足

标本兼治，以法治思维和改革精神建制
度立规矩，扎紧制度“笼子”，为刹住“四
风”提供保障。 省委常委班子带头对贯
彻党的群众路线制度建设情况进行认
真梳理，完善已有制度，制定新的制度，
废止不适用的制度。 在此基础上，全面
落实中央确定的14个方面制度建设任
务，省级层面按照反对“四风”方面分类
建立42项制度， 目前已经出台22项，其
他20项制度正在抓紧制定。 截至目前，
第一批活动单位共废止制度517个，修
订完善制度1702个， 拟新建制度1446
个，已出台1391个。 通过建立健全反对
“四风”、 改进作风的各项规章制度，把
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使为民务实清廉
的要求更加具体化、规范化，初步建立
起了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

5、 教育实践活动与促进改革发展
稳定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省委始终
坚持把教育实践活动与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贯彻
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
决定结合起来，与做好稳增长、强保障、
抓改革、惠民生、促和谐的各项工作紧密
结合起来，为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 提供强大动力和重要
保证，实现了经济总量、人均均量和运行
质量的同步提升，真正做到了两手抓、两
不误、两促进。 群众普遍反映，通过这次
教育实践活动，党和政府的形象更好了，
干部群众的心更齐了，信心干劲更足了，
全省上下形成了凝心聚力、 齐心协力推
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奋力书写中国梦
湖南篇章的生动局面。

三、发扬“认真”精神，继
续做好第一批活动后续工
作， 高标准高质量地推进第
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目前，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已进入
尾声，但收尾不是收场，我们要用钉钉子
精神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重点组织好第
一批活动各单位“回头看”，做好与第二
批的衔接带动。 一是回头看整改落实情

况。二是回头看建章立制情况。三是深
化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专项整治。 四
是适时对第一批单位整改落实情况进
行检查， 督促承诺的整改措施落实到
位，保证整改成效传导到最基层。

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是第一批
的延伸和深化，同第一批相比，第二
批涉及的单位范围更广、领域更宽、
层级更多、数量更大，同群众联系更
直接、更密切，涉及的矛盾和问题也
更具体、 更尖锐， 群众的期望值更
高，开展活动的要求也更高。 我们要
深刻认识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重
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增强搞好第二
批教育实践活动的责任感和紧迫
感，扎实推进第二批活动，确保取得
人民群众满意的成效。 首先，要不折
不扣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的方针原则和目标要求， 坚持主题
不变、镜头不换，贯彻“照镜子、正衣
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以严
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坚决
反对“四风”，推动思想认识进一步
提高、作风进一步转变、党群干群关
系进一步密切、 为民务实清廉形象
进一步树立、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
第二， 要不折不扣地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五个“更加”的要求。 一要
更加注重发挥群众积极性。 坚持开
门搞活动，确保每个环节、每项工作
都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
评判。二要更加强化问题导向。 要从
本地区本单位典型案例、重大事件、
信访积案中查找问题。 问题找到了，
就要敢于动真碰硬， 不回避、 不掩
饰，不等不靠，立行立改。 三要更加
注重严格要求。 思想上要严起来，整
改上要严起来， 正风肃纪上要严起
来。 每一个环节都必须把好关，不降
格以求，不搞变通，不打折扣。 四要
更加注重衔接带动。 第一批单位要
继续抓好整改任务落实， 给基层树
立榜样， 第二批单位要结合实际细
化工作措施，把“四风”问题整改到
位，推动作风建设向纵深发展。 五要

更加注重分类指导。 针对不同层
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提出要求，
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第三，要
不折不扣地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坚持统筹兼顾”的要求。 把
开展活动同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一系
列重要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同做好
当前各项工作结合起来，做到两手
抓、两不误、两促进，为做好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四、感谢对中央督导组
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

根据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第十
督导组从去年7月初开始， 在湖南
全程督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我们督导组深感责任重大、
使命光荣。 按照当好省委有力帮手
的要求， 我们紧紧依靠湖南省委，
严格按照中央各项部署要求，从严
从实开展督导工作；我们把督导工
作寓于帮助服务之中，通过参加省
里的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调阅有
关材料、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开展
个别谈话等多种方式， 了解情况，
提出建议，推动工作，做到尽职不
越位，督导不包办；我们对活动中
发现的苗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
题， 及时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沟
通，帮助出主意、想办法，商量研究
解决，确保活动不走过场、不出偏
差，取得人民群众满意的效果。

参加教育实践活动督导工作，
对我们督导组全体同志也是一次宝
贵的学习锻炼机会， 我们从中受到
了教育。 同时，我们的工作得到了省
委和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几大班
子的大力支持，在此，我代表中央督
导组全体同志， 向所有关心和支持
我们工作的湖南的领导和同志们表
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以作风建设新成效
凝聚改革发展强大动力

———一论认真搞好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1月24日上午，长沙世界之窗，第一批游客乘坐漂流船，体验从28米高空以70公里时速乘风破浪的惊险。 当日，该园
耗资2000万元引进的高空速降游乐设备“飞舟冲浪”正式与游客见面。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本报评论员

本报1月25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下午，副
省长盛茂林来到湖南颐而康保健连锁股份有限公
司和长沙市望城区， 走访慰问企业残疾员工和困
难残疾人家庭，代表省委、省政府为他们送上了新
春的祝福。

在颐而康公司， 盛茂林详细询问了盲人员工
的工资收入。当得知每月有3000多元，一些盲人
员工还在长沙买了房、安了家，盛茂林非常高兴。
他说， 没有残疾人的小康， 就没有我省的全面小
康。政府各部门要加大残疾人社会保障力度，社会
各界要倾情帮助残疾人就业创业， 使残疾人跟上
全省小康的步伐。

随后，盛茂林来到望城区乌山镇，慰问了王建
明、周明全、任海清、易恺明4户困难残疾人家庭。
每到一处，盛茂林仔细了解他们的困难情况。得知
困难残疾对象都享受了低保和重残补助， 盛茂林
给予了肯定。55岁的易恺明1993年因操作机械不
当失去了右胳膊， 他的妻子李清1995年又在一场
车祸中失去了双腿，但夫妻俩相互扶持，乐观地支
撑着一家的生活。如今，两个孩子长大外出打工，
易恺明担任了乌山镇金树村的残疾人专职委员，
为村里的残疾人服务。 盛茂林对他们自强自立精
神给予赞扬，并指出，残疾人要坦然面对磨难，对
生活始终充满信心，生活就一定越来越好。

盛茂林走访慰问残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