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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7月中旬， 在桑植县偏远的官地
坪镇， 有两件事让群众拍手叫好，一
是臭气熏天的垃圾填埋场易址，二是
取缔三轮车非法载客， 开通村级公
交。而这一切都是通过面对面征求群
众意见后由群众说了算的事。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以来，张家界聚焦“四风”敞开大门
搞活动，始终坚持“征求意见面对面、
查摆问题面对面、整改落实面对面”，
让群众参与，受群众监督，请群众评

判。他们这一做法，得到了日前来此
督导的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
开朗的充分肯定。

张家界市委书记杨光荣向记者
这样解释：古人有“知屋漏者在宇下，
知政失者在草野”的说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始至终要解决
一个角色定位的问题，那就是要让群
众真正成为“主角”！

面对面征求意见，让群众
全程参与

“不能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必

须让群众全程参加。” 张家界市委常
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罗智斌认为，工
作开展情况如何？ 党员干部作风怎
样？群众看得最明白，最有发言权，唯
有敞开大门多问群众意见，善听群众
呼声，才能了解实情。

也就是说，张家界从一开始就在
顶层设计上进行了角色定位。

“建议党员干部多进村指导种养
业”，“建议引导发展南竹加工产业”，

“希望这不是一阵风”。在慈利县广福
桥镇“一脚踏三县”的老棚村，年轻的
养羊专业户蔡兴强记忆犹新，今年上

半年，仅县委书记邱初开进村面对面
“听民声”就有3次，而其他县乡干部
进村当面“听真话、听实话”的人次比
往年更多。

从春节前夕到如今，张家界开展
“四走四问四解”活动，全市1.5万名
党员干部下基层，问候、问安、问需、
问计于民，直接走访群众5.6万多人，
收集到各类问题13500多个， 成为
“建市以来规模最大、走访人数最广、
解决问题最多”的一次活动，并使之
常态化、制度化而长期坚持。

（下转6版）

本报8月4日讯（李文峰 郭畅达
文毅 文石金 ）“区里搞的土地征收
和村庄整治全程利益共享机制，让
我们失地农民过上了安稳幸福的
日子。”近日，记者到株洲市云龙示
范区采访，该区失地农民易玉泉高
兴地说， 他一家人在土地被征收
后， 不仅住进了漂亮的安置小区，
他和妻子还参加了区里买单的创
业培训，并申请到小额担保贷款20
万元， 在龙头铺镇开了一家农家
乐。

云龙示范区是长株潭城市群两
型社会配套改革试验区5大示范区
之一。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中，该区就群众最关心的“土地征
收后，日子怎么过，怎么过好”的问
题进行调研，反复征求各方面意见，
建立起土地征收和村庄整治全程利
益共享机制， 以保障失地农民合法
权益，并兼顾其近、中、长期利益，让
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民生。 共享
机制共6项15条， 包括有效保障失
地农民生活安置、 大力扶持生产安

置，让其享受城镇居民低保等待遇，
并给予特殊医疗救助、 加大就业扶
持与就学帮扶等， 实现区域发展与
群众利益“双促双赢”。这一创新之
举， 成为全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经
验之一，得到推介。

株洲市委常委、副市长、云龙示
范区党工委书记蔡典维说，在推进征
地拆迁过程中，他们不与失地农民做
“一锤子”买卖，而是致力由“一次补
偿”、“富裕一时”、“与民争利”转变为
“长期保障”、“幸福一生”、“为民增

利”。为此，他们坚持生活与生产同步
安置、群众创业就业与集体经济发展
同步推进、 城乡公共服务同步提升，
确保群众老有所养、少有所学、壮有
所业。

目前，云龙示范区已开工建设各
式风格安置小区52.5万平方米，其中
42万平方米已交付使用，并为1万余
名失地农民解决了养老保险，还有很
大部分拆迁户入股产权清晰的股份
制合作社或企业，拥有长期稳定的投
资性经营收入。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冒蕞）8
月4日，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在永州
调研并出席《关于进一步推动湘南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的建议》
提案办理协商会时强调， 坚持向全
面深化改革要动力， 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把开放发展的蛋糕“做大”、
“分好”，让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实惠。

副省长何报翔， 省政协秘书长
袁新华出席。

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上，民
革省委、民进省委、农工党省委联合

提交了《关于进一步推动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的建议》，就湘
南三市面临的发展机遇和困难问题
进行了梳理， 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建
议。经省政协主席会议研究，该提案
列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1号提
案，由陈求发亲自督办。提案交由省
发改委主办，省人社厅、省国土厅、
省环保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省
金融办、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等部门会同办理。

（下转3版①）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刘赛华）8月3日， 云南省昭
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震，引发社
会关注。今天，省红十字会紧急筹集
57万元款物驰援昭通地震灾区，同
时派出救灾服务队，赶往地震灾区。

省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曾凡国
介绍，4日上午已通过云南省红十
字会向灾区援助10万元爱心救灾
款。同时，省红十字会紧急筹集20
吨大米、100顶帐篷、500个家庭包、

500床棉被、200床凉席等总计价值
47万元的灾区急需的救灾物资，于
17时装车，由省红十字会副会长王
广宇带领2名机关工作人员、7名志
愿者组成救灾服务队， 启程运往昭
通地震灾区。

同时，省红十字会全面启动募捐
动员机制，呼吁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充
分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传统美德，向灾区群众伸出热
情援手。募捐热线：0731-82584966。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记者今天从省安委办获悉， 为认真
吸取“7·10” 重大校车翻坠事故、
“7·19” 特别重大道路交通危险化
学品爆燃事故教训， 推动全省交通
安全、校车安全管理、危险化学品安
全隐患大检查专项行动， 省政府决
定从8月上旬开始， 由省政府领导
带队，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
专项检查。

根据安排， 此次专项检查分别
由省长、副省长以及省长助理带队，

省直和中央在湘有关单位负责人参
加，组成9个检查组，分赴14个市州
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

检查坚持明查与暗访相结合，
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待，直奔基
层、直插现场）的工作方式，及时发
现和指出各地安全生产工作存在的
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 督促各地开
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夯实安全生
产基础工作， 促进全省安全生产形
势稳定好转。

简政提效
释放社会创业活力

郴州半年新增
非公企业3100多家

本报8月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黄张策 ）8月3日，
郴州裕兴雷景科技项目建设现场，
几十名工人在为厂房打桩基。 项目
负责人告诉记者， 这家非公有制企
业今年落户汝城三星工业园后，几
个月内便完成了征地、环评等工作，
按目前“三班倒”建设方式，年底可
竣工投产，年产值将达5亿元、利润
3000多万元。

今年来，郴州开展“惠企政策落
实年”活动，简政提效，优化服务。降
低投资准入门槛，鼓励引导民间资本
参与重大项目投资，进一步激发非公
有制经济的内生活力和发展动力。大
力实施以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为重点
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展新一轮审
批事项清理，至6月底，减少市本级许
可项目139项，减少57.9%。

（下转3版②）

尹虹

前几日， 一家大小到南山牧场
避暑。饱览美景、畅享清凉之余，兴
致勃勃地展开了“调研”：观察奶牛
习性，与牧农聊天，询问镇上小朋友
就学情况， 听酸奶店老板娘述说创
业的苦乐酸甜和憧憬期盼， 在满天
繁星下讨论牧场未来……

与我们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一
些“不不”派游客———足不出宾馆，

身不下牌桌，满脸不苟言笑，似乎不
愿与当地有任何交集互动。

古语云 ，“读万卷书 ， 行万里
路”；今人说，“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话虽平实，却深含真意。

当下正值旅游休假旺季， 轻松
惬意中，我们何不携上“调研”法宝，
来一场“学习之旅”、“交朋友之旅”、
“做功课之旅”？

越贴近，越美丽；越贴近，越热
爱。

让群众真正成为“主角”
———聚焦张家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过程中的角色定位

三湘快语

有效保障失地农民生活
云龙示范区建立征地全程利益共享机制

8月4日，技术人员在安装湘江长沙综合枢纽一号发电机组巨大的转轮叶片。当天，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工程首台一号
发电机组进入主机安装阶段，最快10月份具备发电条件。一号机组导水机构重达130吨，安放在20米深的坝体内，其圆盘
直径达9米。一号机组安装完成后，2、3、4、5、6号机组也将进入安装程序。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陈庆芳 摄影报道

紧急筹集救灾款物
省红十字会派出救灾服务队驰援地震灾区

省政府领导
带队检查安全生产

坚持明查与暗访相结合，采取“四不两直”工作方式

陈求发赴永州调研并督办省政协“1号提案”时强调

把开放发展的蛋糕做大分好

“调研”作伴，旅途更美

从塔卧走向世界
———永顺塔卧石匠雕凿技艺闯天下 4版

李克强徒步进入震中
实地察看灾情， 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