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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不小康， 关键看老乡”，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 难点在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
1月初，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到攸县、
茶陵等地调研罗霄山株洲片区区域发展与
扶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 要坚持因地制宜 、
分类指导， 确保我省罗霄山区人民与全省
一道早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近年来， 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
步伐明显加快， 2012年全面小康建设的实
现程度达到了85.9%， 高于全国 ， 领先中
部 ， 有望提前两年在中部地区率先建成 。
与此同时，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我省全
面小康建设还存在“两个不平衡”：一个是内
部各大指标实现程度不平衡，社会和谐等软
指标达到96%以上，经济发展等硬指标只有
71%； 另一个是省内区域实现程度不平衡，
比如长株潭达到93%， 而大湘西只有74%。

正是基于我省各地情况千差万别 ， 发
展基础大不相同的现状， 省委、 省政府明
确指出， 推进全面小康建设， 不能大而化
之地喊 、 笼而统之地抓 ， 必须正视差异 ，
梯次推进。 为此， 我省出台了专门的指导
意见， 以分类指导、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为总抓手， 加速推进我省在中部地
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 那么， 我省将如何
以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呢？
简单地说， 就是 “三分”。

一是分区域布局

就是按照区域发展布局， 将全省划分
为长株潭地区、 洞庭湖地区、 湘南地区和
大湘西地区四大板块， 因地制宜， 明确各
自的发展重点、 目标任务和时间进度。 省
里分别成立四个指导小组并设立办公室 ，
对各区域实行分块指导。

大家知道， 我省这四大板块既都有自
己的发展优势和重点， 也都有自己的短板
和局限， 既有发展较快的， 也有发展滞后
的。 建成全面小康， 不能 “眉毛胡子一把
抓”， 而是要把推动四个板块的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与全面小康建设统一起来， 进一步
明确四大板块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重点。

因此， 长株潭地区将按照2017年率先
实现全面小康、 2020年率先向基本现代化
迈进的目标， 重点以两型社会试验区建设
为引领 ， 提高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水平 ；
洞庭湖地区将按照2017年全面建成小康 、
2020年建成全国农业现代化和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的目标， 重点紧扣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规划， 加快融入长江经济走廊； 湘南

地区将按照2017年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达 到 90％ 以 上 、
2020年确保实现全
面小康的目标 ， 重
点以国家级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为平台， 加快建成连接粤港
澳和东盟的新的经济增长极； 大湘西地区
将按照2017年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达到85％以
上、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基本
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重点加大集中连片
扶贫攻坚力度。 通过明确各自的发展定位
和方向， 真正将四大板块打造成全省经济
发展的四根 “擎天柱”。

二是分类别考核

就是把全省所有县 (市区 ) 分成三大
类， 进行分类考评， 根据全省各县 （市区）
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小康建设进程， 进一
步明确各自的全面小康建设目标任务， 确
保目标任务到县 (市区 )、 政策措施到县
(市区)、 工作责任到县 (市区)、 考评监测到
县 (市区)。

俗话说， “郡县治， 则天下治”。 县域
是全面小康建设的主战场， 没有县域的全
面小康， 就没有全省的全面小康。 湖南与
兄弟省份特别是东部地区相比， 最大的差
距就体现在县域这一块 。 由于资源禀赋 、
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 我省各个县域的
发展有快有慢。 比如在全面小康的总体实
现 程 度 上 ， 全 省 最 高 的 长 沙 县 达 到 了
93.5% ， 而全省最低的新化县只有 61.3% 。
在全面小康建设的考核中， 就不能 “一个
标准考全盘 ”， 而是要 “差异化 ” 分类考
核， 让 “先进更先进、 后进赶先进”。

因此， 我省将122个县 （市区） 分为三
大类。 第一类为27个中心城市城区和长株
潭经济强县 （市区）， 基本对接长株潭地区
和重点开发区， 设22个考评指标。 第二类
为47个城乡复合型县 （市区）， 基本对接洞
庭湖地区、 湘南地区和限制开发区， 设23
个考评指标。 第三类为48个国家和省扶贫
开发工作重点县 （市区）， 基本对接大湘西
地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 设24个考评指标。

在进行考评时， 我省摒弃了过去 “一
把尺子量到底” 的考核模式， 而是针对不
同类的县域设置不同的考核目标值。 值得
一提的是 ， 我省根据实际 ， 对三类县域
“量身定做” 指标的设置。 比如， 对被划入

第三类经济较为落后的县域， 考核中就免
去了其 “高新技术产业占比”、“文化产业增
加值占比”等指标，而增加了“贫困发生率”
一项 。这样 ，“考核棒 ”也就同时成了 “指挥
棒”，帮助各个县域找准自己的“发展坐标”，
找到一条符合自己实际的发展路子。

三是分梯次推进

就是按照2017年 、 2020年两个时间节
点 ， 结合三大类县 (市区 ) 各自的目标任
务、 指标体系， 本着 “跳起来摘桃子” 的
原则， 分类施策， 梯度推进全面小康建设。

全面小康， 顾名思义， 是共同的小康，
不是局部的小康。 齐心共圆小康梦， 并不
是说要同步实现，而是要齐心共建，在考虑
到梯度明显这一现状的基础上，不搞千篇一
律，不搞“上下一般粗”，而是因地制宜、分梯
次推进， 让领跑的继续往前跑， 跟跑的尽
快追上来， 最终共同建成全面小康。

因此， 我省正视县情市情区情的差异，
无论是在时间节点上， 还是在目标以及政
策支持上 ， 都突出了梯次推进这一特点 ，
鼓励发展领先的率先建成全面小康， 支持
发展居中的尽快建成全面小康， 帮助发展
困难的如期建成全面小康。 比如， 根据四
大板块的战略定位， 对它们的目标要求就
不一样， 大家都能找准自己在全省整体战
略步骤当中的坐标， 明确自己的发展重点
和方向； 又比如， 对三类不同的县域， 对
它们在同一时间节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的实
现程度要求也不一样 ， 既鼓励能快则快 ，
又鼓励竞相发展， 让大家不以GDP论英雄，
而是因地制宜科学发展； 还比如， 对不同
地区的政策支持也不一样， 大湘西板块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难度最大的一块， 我省将
继续在政策上 “高看一眼， 厚爱三分”。 这
样 ， 在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的这盘大棋中 ，
各个地区 、 各级领导个个工作上有抓手 、
精神上有动力、 肩膀上有担子、 业绩上可
比较 ， 自己的位置在哪 ， 前面的 “标兵 ”
是谁， 后面的 “追兵” 是谁， 大家一清二
楚 ， 从而形成一个全省上下比 、 学 、 赶 、
帮、 超的生动局面。

齐心共圆小康梦， 是7000多万湖湘子
弟的强烈愿望，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
命。 我们相信， 有了分类指导这个总 “指
挥棒”， 我省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征途必将呈
现出百舸争流、 千帆竞发的美丽图景。

（供稿： 省委宣传部 执笔： 黄海）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陈勇 沙兆华）
“不能让服刑、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未成年子
女生活失助、 学习失教、 安全失保， 道德失
范、 情感失落、 心理失衡。” 今天，“情暖高
墙， 关爱孩子” 联合帮扶工作正式启动。 省
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出席启动仪
式并宣布工作启动， 副省长盛茂林讲话， 老
同志沈瑞庭、 唐之享出席。

据悉， 我省服刑、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未成年子女有1.4万余名。 由于家庭经济困
难、 监护不到位等原因， 这些未成年孩子
失学、 流浪现象较为严重， 同时， 这些孩
子的生存状态与学习状况， 深深牵动服刑、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心， 直接影响他们的
改造和戒治。 为了高墙外的孩子能健康成
长， 今年， 省综治办、 省司法厅、 省民政
厅等14个部门联合下发了 《关于开展“情
暖高墙， 关爱孩子” 联合帮扶工作的意

见》， 共同为这1.4万余名孩子撑起一片爱
的天空。

根据意见， 对确需帮扶救助的对象， 将
通过及时给予救助资金、 落实医保政策、 实
施医疗救助、 公益性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开
展帮扶； 并建立服刑、 强制隔离戒毒人员未
成年子女救助基金， 积极引导企业、 社会团
体、 个人捐赠资金、 物资； 教育部门将加强
学习上的教育引导， 对因家庭困难辍学、 退
学的未成年孩子实施跟踪帮扶， 开展形式多
样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全省司法行
政系统特别是监狱、 戒毒和帮教部门将建立
完善亲情电话和视频会见系统， 定期开展寒
暑假亲情互动和“监狱开放日” 等活动， 畅
通探视渠道， 实现亲情感化到位； 积极动员
和组织社会爱心力量， 开展“一对一”、
“多对一” 定向帮扶， 解决未成年孩子实际
困难， 力促社会帮扶到位。

齐心共圆小康梦
———我省如何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据测算，我省长株潭地区、洞庭湖地区、
湘南地区、大湘西地区四大区域板块，2012
年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分别为： 长株潭地区
93.3％，包括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洞庭

湖地区83.1％，包括岳阳市 、常德市 、益阳
市；湘南地区78.9％，包括衡阳市、郴州市、
永州市；大湘西地区74.1％，包括邵阳市、娄
底市、怀化市、张家界市、湘西自治州。

■链接

热点话题谈心录

全面深化改革促发展之二

三湘时评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劳模是最耀眼的时代明星

“情暖高墙，关爱孩子”
联合帮扶工作启动

本报4月30日讯 （记者 李国斌） 160幅
聚焦大湘西的摄影作品， 在湖南烈士公园
浓浓春色的映衬下， 更显清新优美。 今天上
午， “大美湘西” 摄影大赛颁奖典礼暨国际
巡回展开幕式在湖南烈士公园举行。 省委
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出席。

“大美湘西”摄影大赛及国际巡回展由
省政府新闻办、省摄影家协会主办，共收到
全国范围投稿作品1.8万多幅，经过专家组评
选，有160幅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2幅、二等
奖3幅、三等奖5幅，其余获优秀奖。展出的摄

影作品为湖南烈士公园增添了一道别样的
风景， 吸引了众多观众观看。“把崀山拍得真
美。”组照《崀山神韵》完美结合光线和雾，让
年过花甲的熊建华忍不住点头赞叹。长沙市
民刘女士表示，这些摄影作品，就如大湘西之
美的浓缩，给人身临其境的感受。

此次展览时间至5月4日， 长沙展第二
站将于5月8日至12日 （暂定） 在长沙市梅
溪湖桃花岭景区广场举行。 之后， “大美湘
西” 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将赴上海、 北京以及
东南亚继续巡展。

“大美湘西”摄影作品国际巡回展启幕

4月30日， 市民在观看摄影展览。 本报记者 郭立亮 实习生 伍宇蒙 摄影报道

我们身边有很多普普
通通的劳动者， 虽然他们
很不起眼， 但正是因为他
们的付出， 我们的生活变
得更美好。

4月30日上午，长沙市
万达广场， 电工师傅刘勇
乘坐吊车爬到18米高的照
明灯架上，维修灯具。刘勇
今年31岁， 从事照明电器
维修有十来年， 是一把好
手。“五一”将至，广场物业
请他将出现故障的广场灯
修好， 让市民节日的晚上
在广场休闲娱乐更方便。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身边的美丽

劳动者最美丽

周成洋

“五一 ” 国际劳动节来临前夕 ， 湖南
举行庆祝大会 ， 弘扬劳模精神 、 表彰劳动
先进 。 省委书记 、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提出全社会要进一步形成崇尚劳模 、 学
习劳模 、 争当劳模的浓厚氛围 ， 汇聚科学
发展强大正能量。（4月29日 《湖南日报》）

劳动最光荣、 最崇高， 劳动者最伟大、
最美丽 。 自1950年第一批全国劳模诞生至
今 ， 劳模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荣誉 ，
伴随着新中国的发展进步 ， 影响了一代代
人的人生追求 ： 从时传祥 、 王进喜 ， 到倪
志福、 郝建秀， 从李素丽、 王选、 袁隆平，
到李斌 、 许振超 、 王建军……劳模精神始
终引领着一个时代最先进 、 最科学 、 最文
明的思想道德和价值取向。

我省这次荣获全国和全省五一劳动奖
状 、 奖章和 “工人先锋号 ” 的先进集体 、
先进个人 ， 他们无不以平凡的劳动 ， 创造
了不平凡的业绩 ； 无不以高度的主人翁责
任感、 卓越的劳动创造、 忘我的拼搏奉献，
谱写出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动人赞歌 ， 为全

省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学习榜样。
随着时代发展， 劳模被赋予更多的时代

内涵和元素， 但无论是生产者还是创业者，
无论是比表现还是比贡献， 无论是讲精神作
用还是讲经济效益 ， 劳模的核心价值都是
始终不变的 ， 那是一种爱岗敬业 、 争创一
流 ， 艰苦奋斗 、 勇于创新 ， 淡泊名利 、 甘
于奉献的精神 ； 一种对职业 、 对社会 、 对
国家的道德感、 责任感和使命感。

今天，我们崇尚劳模、学习劳模、争当劳
模， 就是要紧紧把握我们心中的中国梦，为
社会主流文化创造价值，为信念缺失的人们
树立崇高的信仰之塔。唯有把劳模精神贯注
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把劳模作用体
现到改革建设的各个岗位中 ， 才会促使全
体人民进一步焕发劳动热情 、 释放创造潜
能 ， 去用劳动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 筑牢
更加幸福的梦想。

老舍先生曾说过， “劳动让我们活得有
信心”。 认真学习领会劳模精神， 奏响劳动
最光荣的主旋律， 我们必定能在实现中国梦
精彩湖南篇章的进程中开启伟大的劳动创
造， 书写绚烂的精彩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