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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乡
县委书记谭小平，利用周末休息时间，邀请潇
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谷良、湖南大学教
授杨建觉一行前往宁乡县道林镇考察，就影视
基地建设、 影视文化合作等方面进行深度洽
谈。

这是谭小平在宁乡上任 3 个月以来，第六
次来到道林镇进行调研考察。

4 月 12 日， 谭小平由望城区委书记转任
宁乡县委书记。履新次日，他就开始了对宁乡
全县 33 个乡镇的密集调研。

5 月 13 日下午， 谭小平开启了他的第一
次道林之行。 这一次到访道林虽然步履匆匆，
但他对道林工作的点评，以及要求道林“把区

位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
展优势，把人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班子
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四个转化”要求，让
道林镇党委书记潘志国在内的全体班子成员，
第一次感受了这个新任县委书记非同寻常的
视野。

“书记第一次到道林来，时间不长，但对道
林工作的点评，以及对下一步发展的把脉却十
分精准。”道林镇党委书记潘志国说。

调研结束后， 从道林返回长沙的长韶娄高
速公路上，当两厢因矽砂、耐火黏土开采而导致
被削顶、被剥皮的“癞子山”、“光头山”接连撞入
谭小平眼帘， 当数以十计高高耸立的耐火材料
厂烟筒一根根从他眼前掠过， 他心里一阵隐隐
作痛，“这是吃子孙后代的饭，哪能这么搞？”

沉思良久，一个重拳整治道林非煤矿山无
序开采，保护青山绿水的决定，已在这位新书

记的脑海中落定。
“要把整治道林非煤矿山专项治理作为美

丽乡村建设的第一场战役，务求取得全胜。”在
县委领导碰头会上，谭小平的话掷地有声。

一场全面整治道林非煤矿山的战役悄然
打响。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矿山，一段时期内，为
道林镇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一年的税收就是七八百万，为道林镇近
千富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带动了一些周边
产业。”道林镇一位工作人员说。

在与众多既得利益的博弈中，谭小平守住
青山绿水的意志坚如磐石。

5 月 31 日，一支由国土、林业、水务、环
保、 交通等近 10 个职能部门成立的联合工作
组进驻道林，对 12 家非煤矿山越界开采、破坏
植被、超载运输、环保不达标等行为展开调查。

“这样大规模的联合执法，在道林的历史
上从来就没有过，谭书记一来宁乡，就敢捅这
个‘马蜂窝’，这种担当精神让人钦佩。”一位曾
在道林担任过乡镇负责人的老同志告诉记者。
目前， 已有道林矽砂总矿等 10 家非煤矿山递
交了自愿关闭申请书，并与道林镇政府签署了
主动退出协议，另两家也处于停产之中。

依法促停、依法促退取得决定性胜利。
道林作为一个财政税收一直依赖资源企

业的乡镇，12 家非煤矿山全部退出后，意味着
镇财政收入基本清零，与矿山开采相关联的运
输等产业，也必须另谋出路，近千矿山工人也
需要新的就业机会。

众多遗留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有
新的平台、新的出路、新的增长点来承载，这是
道林留给这位新县委书记的一道课题。

为此，从 7 月 2 日至 19 日的两星期里，谭

小平又先后五入道林，根据这方水土良好的自
然资源和人文优势，迅速理清一条建设美丽乡
村，发展美丽经济的新出路。

“这个地方在宁乡的范围内，是我看到的
最具古镇雏形的一个镇。” 曾在主政望城期间
大手笔打造出靖港古镇、乔口渔都、新康戏乡、
铜官陶城，对古镇生态特色建设情有独钟的谭
小平感叹，“道林古镇的规划建设要坚持基础
设施建设先行，并通过开展‘美丽乡村’建设活
动保护好全镇生态环境。同时，要加强政府与
投资企业的合作，做活山水文章，充分挖掘文
化底蕴，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努力把道林打
造成山水风光秀美、 文化底蕴深厚的风情古
镇。”

此刻，一张蓝图，在他心中已然形成：让道
林恢复历史上的原貌，将道林融入湘江新区古
镇群，成为长株潭一个新的旅游点。

六入道林开出发展良方

党组织书记的工作有其共性，作为区
县一级的党组织书记在共性中又有一些
个性。 怎么样把握好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我结合自身工作实际，总结为“三抓”：

一是抓思路。 从 2008 年离开机关到
长沙县任县委副书记开始，我就不断告诫
自己，区县这一级主要是执行机构，要多
务实、少务虚，要少讲理论、多做工作。 但
是少讲理论不等于不学理论，如果不加强
中央、省、市决策精神的学习，工作就会
“两眼一抹黑”，轻则事倍功半，重则南辕
北辙。 所以一定要在认真学习、把握内涵
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工作实际，勤于谋划、
善于运筹，确定好本区域范围内的工作思
路和工作重点。

易炼红书记到长沙工作之后，提出着
力建设“三市”， 努力实现“三倍”， 共推
长沙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我们深入
分析天心区全区经济社会结构，提出了以
提质升级商贸老区、 全力打造金融强区、
加速建设文化新区“三区”建设来统筹经
济工作，提出以“民生立区”来统筹社会工
作。 按照书记指示，我们以 26.5 公里的湘
江岸线作为全区的工作重心， 组织拆迁，
铺排项目，造绿透绿，加强管理，努力打造
“湘江东岸的璀璨明珠”。

二是抓队伍。 毛主席曾经说过，政治
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 党组
织书记一定要把“队伍”这两个字牢记在
心。 在我心中， 始终牢记五组数字， 分
别是： 1 （一把手的自身修养）、 13 （四
大家的班子团结）、 580 （全区副科级以
上干部的人事任免）、 5300 （全区公务人
员的工作作风）、 15000 （全区党员党建

工作的人数）。
这五个层面既有清晰的逻辑关系，又

有明显的层次区分，怎么样“弹好钢琴”、
把握好全局，是我作为一名党组织书记的
重要课题。

三是抓落实。 易炼红书记反复告诫我
们，要把功夫下在抓落实上。 关于抓落实，
基层有一种比较形象的总结： 县以上抓
人，县以下抓事，县级既要抓人、也要抓
事。 区县党组织书记在抓落实的过程中，
既要发动别人抓，又要自己亲自抓； 既要
发挥基层的积极性， 一级抓一级， 层层
抓落实， 系统地去抓， 又要“一竿子插
到底”， 逐项地去抓。

2013 年来， 我先后担任了国家广告
产业园的管委会主任、 湘雅五医院起步
建设时的指挥长， 暮云片区领导小组组
长， 重点片区拆迁工作原来也一直由我
担任总指挥长， 任何舆论事件、 突发状
况我都站在第一线指挥、 靠前布置。 我
始终认为， 对于区域范围内组织关注的、
群众关心的大事、 要事、 难事， 区委书
记一定要牢牢抓在手中， 亲自策划、 亲
自部署、 亲自督促。 要敢于担当， 越是
艰难困苦、 越是纷繁复杂、 越是困难重
重， 越是需要党组织书记去面对， 去做
耐心细致的工作，去解决问题，这个时候
需要舍我其谁的勇气和决心。

长沙市天心区区委书记 曾超群

通讯员 龚承平

7月 20日下午 5点，天心区委书记曾超群忙完
工作，照例驱车前往暮云片区调度有关工作。自今年
1月 14日，暮云街道和南托街道正式从长沙县划归
天心区后，这已经成了他每周一的“必修课”。

除了这件事，同事们还替曾超群总结出：凡是
与暮云有关的文件，他都会在当天回复；凡是与暮
云有关的情况和问题，他都会亲自过问并批示。作
为天心区的“当家人”，曾超群对于暮云片区的关
心和牵挂，甚至是“偏心”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对此，他的解释是：“我有暮云情结”。的确，从
2008 年调任长沙县任县委副书记开始，曾超群便
开始与暮云镇打交道，如今暮云又划入天心区，足
见他与暮云情分不浅。

当然，暮云对于天心区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从
原本的面积增加到现在的 141平方公里， 暮云、南
托街道的加入使天心区的面积增加了一倍， 这让一
直苦于发展空间有限的天心区有了施展拳脚的更大
空间；更重要的是，暮云片区地处长株潭三市“金三
角”的中心，区划调整后，天心区直接和湘潭、株洲两
市对接，毫无异议地成为了长株潭的核心区。

“区划调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从长远来说
是难得的机遇，从短期来讲挑战不少”，对于暮云
片区，曾超群的认识很清醒。不可否认，区和县有
一定差异， 特别是原来的小城镇与长沙主城区在
目标定位上有着明显的不同。 摆在天心区面前的
挑战，也是对曾超群这个“班长”的考验。这些考
验，有政策标准方面的，有基础设施配套方面的，
有公共服务方面的，其中最突出、最急迫的就是基
础设施建设问题。怎么样破解这些问题，上级在关
注，暮云片区在关注，65 万天心人民也在关注。

工作怎么开展，曾超群心中有本账。面对区
划调整过程中纷繁复杂的情况， 天心区成立了区
划调整工作领导小组，曾超群亲自担任组长。在与
区划调整工作领导小组的同志们一起商量后，确
定了“一接二稳三提升”，以及推动基础设施向南
延伸、产业布局向南推进、公共配套向南同步的总
体思路。

暮云片区共有 15 个村，每位天心区委常委和
副区长对口联系一个。 一共收集整理了 167 个亟
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既有关系片区发展的问题，也
有民生问题， 还有必须上级领导才能拍板解决的

难题。后来这些问题被分成 5 大板块、17 个大项，
每一项都有负责的对口部门， 到今年 4 月底的时
候，167 个问题变成了 37 个。 一些村干部开玩笑
地说：“如今， 嫁出去的女儿回村的次数还没有区
里干部多。”

一方面要发展，一方面又不能盲目发展。曾超
群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刚修好的路、建好的项目，几
年后又要推倒重来。正是明白这一点，区划调整伊
始，他便主动将市规划局、国土局、发改委以及电
力、水务等部门的负责人请到现场办公，高起点规
划与城市接轨的各类设施， 紧锣密鼓地制定出片
区“五纵四横”的交通战略，为暮云片区的发展构
建了一张大气的蓝图。

让暮云人变成真正的“城里人”，是天心区“民
生立区”最生动的体现，却也是令曾超群头疼的大
难题。按照暮云现有的楼盘及发展趋势，未来可能
会增加将近 40 万到 50 万的常住人口。 而喝水
难、用电难、读书难却是摆在如今暮云人“进城”路
上的几块“大石头”。

为了搬开这几块“大石头”，天心区成立了水电
气专门指挥部，通过安装临时增压泵解决了高层住
户自来水压低的问题。 而在饮水困难的西湖村，用
临时铺设 PVC管的方式为村民们送去了放心水。

暮云片区规划建设领导小组设置了 10 个指
挥部，将大到道路建设、学校医院建设和水电气建
设，小到片区环境改造等工作分门别类进行铺排，
作为“一把手”的曾超群则通过每周一次的调度会
解决项目统筹、手续办理、规划调整等“方向”性问
题，真正兑现了自己项目建设要“一竿子插到底”
的承诺，结合“民生立区”三年行动计划，天心区
2015 年在暮云铺排 14 个涉及民生的市级重点项
目，总投入 74.2 亿元。

在项目建设的带动下， 暮云片区也在发生着
一系列可喜的变化：2014 年， 暮云片区在全市环
境卫生工作中排名倒数第一， 而今年仅 4 至 6 月
便拿了 2 次第一。去年，暮云在全市民意调查中排
名 183 位，而今年上半年，前进了 101 位。

尽管对暮云倾注了最大的热情与精神， 但曾
超群却表示自己更喜欢“润物无声”的境界。对于
未来，他脱口而出的六个字是“新暮云，新天心”，
这既是他对暮云的希望， 也是对区划调整后天心
区的希望。他坦言：“事实上，我的暮云情结归根到
底还是天心情结啊！”

“偏心”书记的暮云情结

结合习总书记“四有”、“四种人”的要求和
自身多年的基层工作实践，我认为，当好基层
党组织书记，关键是要做到“公、强、勤、廉”，把
它贯穿于抓好党建主业和县域发展的全过程。

公，就是要“公”字当头，敢于担当。党组织
书记应始终牢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坚持“公”
字当头，经常想一想“我是谁、依靠谁、为了
谁”，自觉站在党的高度和立场思考谋划工作，
真正当好“公家人”，用好“公家权”，办好“公家
事”。

为公者，则敢担当。 回顾这些年的基层工
作经历，不论是在望城推进砂石整治，还是目
前宁乡正在全力推进的道林非煤矿山专项治
理以及城市户外广告综合整治等，都牵涉到了
多方利益， 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和非议，
但通过积极作为， 最后都取得了好的成绩，赢
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认可。 这里面别无他
因，只因为“公”。

强，就是要强势，要有能力、有办法去破解
难题。党组织书记作为一方负责人，要强势，这
个强势并不是嚣张跋扈、颐指气使，而是在原

则面前必须很坚强、很强势；在发展新常态下，
要有超常规的思路和办法来攻坚克难，要有很
强的能力来推动发展。我们根据炼红书记提出
的“狮子型”干部的要求，倡导在项目建设一线
打造一支有激情、有定力、有办法的“狮子型”
干部队伍。

作为一名党组织负责人，自己必须首先是
一个“狮子”。 面对改革发展稳定的重任，应始
终充满激情，在胜利面前不松懈，在困难面前
不退缩，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在歪风邪气面前
不妥协，将每个岗位的工作做到极致。

勤，就是要勤政为民，创造群众公认的实
绩，造福于民。作为党组织书记，要做一个称职
的勤务员，就要坚持脚步为亲、 群众为大， 多
深入村组、 深入群众， 摸清底情、 掌握底数，
然后因症施策， 创造出实实在在的、 经得起
历史和群众检验的实绩。 在宁乡履新一个多
月， 我通过密集调研， 走访了全县 33 个乡
镇、 2 大主体园区和部分主要县直单位， 提
出了加快建设实力园区、 新型城镇、 美丽乡
村“三大建设”、 实现全面小康的工作重点。

从目前实施情况来看， 全县上下紧紧凝
聚在三大建设下， 都在三大建设中找到了位
置、 找到了抓手、 找准了方向， 干事创业的
劲头都很足， 社会各界反响良好， 城乡面貌
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人民群众从中得到了实
惠。 尤其是要重点做好失地农民社保、 爱心
热线电话、 爱心救助基金、 困难村公共服务
中心建设、 棚改等 15 项重大民生实事， 大力
改善民生， 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
意度。

廉， 就是当官就不要想发财、 想发财就
不要做官。 我始终坚信“大道至简”， 崇尚简
单， 穿着简单、 生活简单、 交际简单， 保持
健康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情趣， 管严自己的嘴、
管好自己的手、 管住自己的腿， 时刻以“三
严三实” 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但作为一名
党组织负责人， 仅仅管好自己是远远不够的，
要切实履行好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坚持
对干部从严要求， 强化讲纪律、 守规矩， 干
干净净干事创业， 以自己“一把手” 的以身
作则、 公行为正， 确保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党组织书记要做到“公、强、勤、廉”
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乡县委书记 谭小平

立足“三抓”，
当好新常态下的党组织书记

曾超群 湖南日报记者 范远志 摄

7月2日，宁乡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宁乡县委书记谭小平在大屯营镇石家湾社区调研美丽乡
村建设。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