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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我们知道，信心比黄金还宝
贵。可是，信心不能凭空而来，必须源自不远
处已经初现的“曙光”。这道“曙光”，就是预
期获得感？怎么让群众获得这种“获得感”？

秦国文：预期获得感，当然就是改革促
进发展变化给群众带来的良好预期。改革既
有“快变量”，也有“慢变量”。“快变量”，是指
那些立竿见影的改革项目或举措 ； “慢变
量”，是指那些触及深层次的、需要较长时间
才能显现效果的改革制度或机制。 比如，户
籍制度改革，统一城乡户口是“快变量”，农
民市民化是“慢变量”；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反 “四风 ”是 “快变量 ”，而转作风是 “慢变
量”；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打虎拍蝇”是“快
变量”， 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长效机
制是 “慢变量 ”。群众对改革 “慢变量 ”的信
心，实际上就是群众预期获得感。

增强预期获得感需要在两个 “力 ”上下
功夫。

一是保持改革定力，让预期来得更早一

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
深水区。 既要突破思想观念的束缚，又要突
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既要面对正面的阻击，
又要提防侧面的夹击，所面临的困难、阻力
和复杂性远甚于前。这就要求我们认准改革
方向，盯紧改革目标，增强改革的定力，“咬
定青山不放松”，一步一步扎实推进。特别是
面对改革的“慢变量”时，要有“功成不必在
我”的胸襟、久久为功的决心、“钉钉子”的精
神，坚定不移抓好落实。就拿经济体制改革
来说，当前正处于“三期叠加”的特定阶段，
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稳增长、调结构、防风
险等举措都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可能一劳
永逸。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我们保持战
略定力，持续不断推进简政放权、国企国资、
财税、金融等体制机制改革，一块硬骨头一
块硬骨头地啃， 一个险滩一个险滩地过，争
取让“慢变量”成为“快变量”，让群众的预期
获得感早日化为现实。

二是增强改革合力，让预期来得更多一

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没有人民支持
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回望
历史，人民群众从来都是改革的参与者和推
动者；立足当下，改革更是非汇集众智、凝聚
众力不可成。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群众说：
“改革像玻璃柜里的蛋糕， 看得到吃不着 ”
“改革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报纸上读到过，现
实中没参与过”。 一项群众参与度不高的改
革，注定难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注定难以让
群众有更直接、更全面的获得感。不曾经历
何以懂得，不曾知晓何以感受。那么，增强改
革合力， 让群众预期获得感来得更多点，就
要虚实交错，多措并举。一方面要加大宣传
引导力度，及时发布改革政策、解答改革难
题、宣传改革经验、回应社会关切，让群众及
时全面地了解改革的意义、 进展和成效，提
振改革信心，增强改革预期；另一方面要畅
通改革参与渠道、健全改革参与机制，倾听
群众诉求、征求群众意见、尊重群众意愿、发
挥群众作用。比如，建立重大改革方案意见

征求和反馈机制， 建立群众监督评价机制，
真正做到改革成效让实践检验， 让基层评
判，让群众打分。我想，只要把各方积极性充
分调动起来， 把各方力量有效组织起来，人
人争当改革实干家， 个个争做改革促进派，
改革就一定会形成上下联动、 主动作为、蹄
疾步稳、 协同有序的良好局面, 呈现全面播
种、次第开花的生动景象,汇聚起更多的预期
获得感。

总之，群众有没有获得感 ，是检验改革
是否真正到位、真正彻底、真正有效的标尺。
把握了群众获得感的三个维度，改革工作就
会更有广度、力度和深度。只要我们精心谋
划，把改革的红利边界做大，增强群众理论
获得感；真抓实干，把改革的红利内涵做实，
增强群众现实获得感；有序引导，把改革的
红利措施做硬，增强群众预期获得感。我们
深化改革的理论、现实、长远成效就会最大
化，老百姓眼前、手上、心中的获得感就会最
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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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秦国文———

◎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群众获得感，核心是群众，关键是获得，表现是感受
◎“最先一公里”跑出“含金量”，才可能在“最后一公里”跑出“获得感”
◎现实获得感不仅是改革的重要目的，而且是改革的重要支撑
◎保持改革定力，让预期获得感来得更早；增强改革合力，让预期获得感来得更多

湖南日报记者 奉清清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在这
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大潮中，湖南正以“决不输在新
一轮改革起跑线上”的庄严承诺和豪迈誓言，奋力
抒写湖南改革发展新篇章。然而，改革在取得一系
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 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也
不断显现，尤其在一些事关民生民利领域的改革，
群众分到的改革“红利”有限，与心中的期待还有
差距。那么，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应该
遵循什么样的价值取向？ 该以怎样的标准来评判
改革的成功与失败？ 以什么样的方式去丰富群众
的“获得感”？9月23日，湖南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
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秦国文。

湖南日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强调：“要把改革方案的
含金量充分展示出来，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在改革进入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刻提出这个论
断，有什么深意？能简单介绍一下我省的改革体现
了哪些“含金量”和“获得感”吗？

秦国文：习总书记提出的“含金量”“获得感”，
生动契合了人民期待， 道出了百姓心声。 我们常
说：改革为了人民。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就是要不断释放改革红利， 让广大群
众有更多的获得感。 只有让改革红利惠及全体人
民， 把人民的切身利益同改革的命运紧密联系在
一起，改革才能得到人民更广泛的认同、拥护和支
持。

今年来，我们创新“四用四抓”改革推进机制，
坚持用制度机制抓全盘，用调研调度抓重点，用内
评外评抓质量，用督察考核抓成效，全省全面深化
改革纵深推进，一批批改革项目落地见效，改革红
利不断释放，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年初省委深改
组共确定9大类65项改革任务，193项具体改革事
项，93%按既定要求和时间节点推进。 财税体制、
国企国资、行政审批制度、商事制度、混合所有制、
文化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有林场、新型城镇化
等20多项改革事项形成了“一批走在全国前列，一
批形成湖南特色，一批取得创新突破”的成效、特
色、亮点。这些改革突破有效地转化成了经济发展
动力，提升了广大群众获得感。如创业创新改革推
进后，平均每天新增创业主体860多个，带动1800
多人就业；一系列民生改革事项推进后，教育、社
会保障和就业 、 住房保障财政支出分别增长
21.6%、23.4%和89.8%。

湖南日报：“改革永远在路上”。不可否认，现
实中，改革成效相对群众期盼仍有差距，群众获
得感相对改革初衷仍不理想。所谓“愿景很丰满，
结果很骨感。” 这中间， 不仅是一个客观成效问
题，是不是也有个体主观感知差异的问题？

秦国文：的确，这两方面因素都客观存在。一
方面，改革成效还不十分理想，还有个更加精准
地对接发展所需、更加精准地对接群众所盼的过
程，提高群众获得感还有很大空间。如审批权下
放的“真金白银”不够，一些与投资报建相关审批
下放不同步，企业跑了市县还得跑省里。这些问
题的存在，说明改革的成效还不理想，还应当更
加自觉主动地把增强群众获得感作为改革的根
本要求，作为衡量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准，加大力
度推进相关工作。

另一方面，群众获得感确实也有一个如何理
解、感知改革成果的问题，有一个如何准确把握、
努力实现完整意义上的改革成果的问题。群众获
得感，核心是群众，关键是获得，表现是感受。考
量群众获得感，在我看来，至少有三个维度：理论
获得感、现实获得感、预期获得感。而这三个维度
往往并没有在现实中完全体现。 作为改革受益
者，可能更多地只在这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或两
个维度中理解和找到了获得的感觉，因此，获得
感不完整、不充分；作为改革推进者，也可能更多
地只注重在这三个维度中的某一个或两个维度
中去谋划和推进改革工作，因此工作的统筹兼顾
不够，改革的成效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改革要不
断提高群众获得感，就必须全维度地认识群众获
得感，全方位地推进全面深化改革。

湖南日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说
“理论上还有出线机会”、“理论上有盈利的
可能”，而事实是往往成为“没有机会”“不可
能”。因此，把“获得感”与“理论”联系在一
起，难免给人以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应该怎
样去理解“理论获得感”？

秦国文：理论获得感，也即方案制度本
身蕴含的改革红利。这种蕴含在改革方案中
的可能红利与实时红利经常有较大出入，人
们理解和感知的往往只有实时红利，诸如改
革直接带来了多少收入的提高、 生活的便
利、条件的改善等等，至于可能的红利则知
之甚少。 影响这种出入的因素有三个方面：
一是设计的因素， 方案制度设计不甚科学，
改革红利的“边界”受限；二是落实的因素，
因为落实不到位，改革红利没有完全释放出
来；三是感受的因素，有些改革的红利不是
人人均有，也不是时时都有、处处都有，需要
一定的前提条件。比如医疗体制改革、教育
体制改革，你不就医不入学，就感受不到改
革的成果。

所以，理论获得感也是获得感的一个重
要方面，它是制度上规定给人们的，只要方
案制度本身设计科学，享有公平，机会均等，
改革的红利就释放在那里，获得感的福利就
摆在那里，人人都可以在想享受、需要享受
的时候拥有这份获得感。这份获得感应当让
人感知，否则，群众获得感就是不完整的，更
不可能是最大程度的。

湖南日报：您是一个改革工作者，是否
觉得我们首先就应当追求理论获得感的最
大化？这种获得感怎么实现？

秦国文：是的，因为理论上行得通，现实
中才可能做得到；理论上富裕，现实才可能
满足。怎样使群众理论获得感最大化？主要
取决于两方面的努力。

一是提高改革的精确度。习总书记在中
央深改组第十五次会议上强调，改革要精确
发力，精准落地。如何做到精确精准，徐守盛
书记在省委深改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提出，就

是要精确地把发展的薄弱环节理出来，把面
对的险关难题标出来，把有效的方法措施找
出来，就是要精准地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
盼、民心所向，接天线、通地气、重民生。杜家
毫省长在省委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也提
出，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那些真正影
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性改革举措，精准
施策，精确发力。只有“精确发力”，对着问题
的症灶而去，群众才会拍手称快，获得痛快
之感；只有“精准落地”，落在群众的最需之

上，群众才会双手赞成，获得殷实之感。今年
来，省委深改组审时度势，精确制导，把有利
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
举措往前排，往前推，重点推进行政审批制
度、国资国企、财税体制、商事制度、投融资
体制等重点改革事项， 释放了发展的活力，
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如全面推进审批制度
改革后， 投资项目审批时间由过去的500多
天缩短至53个工作日。今年1至7月，全省完
成投资1.27万亿元，增长17.5%，排名全国第4

位。提高改革精确度，需要精准把脉，问题看
得准、不踏空；需要精当统筹，方案有内涵、
有配套 ；需要精细操作 ，落实得要领 、不走
样。比如，党建制度改革中构建的干部“能上
能下”制度，就比较精准地解决了“谁该下”
“怎样下”和“下得去”“管得好”等问题，因此
才有了落实 ，有了效果 。总之 ，只有精准改
革，才能改出真作风，改出真发展，改出真感
情，改出真获得感。

二是提高方案的含金量。方案的含金量
是改革“最先一公里”的核心问题，改革方案
的含金量越多，群众获得感“金”的成色才越
足。只有“最先一公里”能跑出“含金量”，才
有更多的可能在 “最后一公里 ”跑出 “获得
感”。当前，个别改革方案的含金量不足 ，甚
至“锈迹斑斑”，究其原因，还是一些措施没
能接好地气，不了解群众真正的需求，只会
照猫画虎，被动地照套上级文件、机械地照
搬外地做法 ，缺乏责任担当 ，少有 “二次创
新”。这样的改革方案，谁会买账？谁愿支持？
哪有获得感？提高方案的含金量，增强群众
获得感， 一方面要靠方案牵头部门精心设
计， 坚持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互动， 突出重
点，对准焦距，找准穴位，击中要害，推出一批
能叫得响、立得住、群众认可的硬招实招。如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行“三证合一”后，商事
登记综合审批效能提升70%以上。 还比如，文
化体制改革大力创新突破，形成湖南样本，得
到了中宣部的推介；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出
100多项原创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生态环境的
改善。另一方面也要靠制度机制的有力保障，
建立改革方案的“质量监测”系统。为提高方
案的含金量， 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第三方评
估机制，并建立改革方案内评机制，组织专门
力量对每一个方案把脉问诊。 从已经开展的
对户籍制度改革和商事制度改革的第三方评
估，对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改革等方案开展的内评情况来
看，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一批高质量的意见建
议得到及时采纳，方案的“含金量”明显提升。

湖南日报：邓小平同志说，“不干，半点
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确实，群众要的是通过
实干带来的听得见、看得清、摸得着的改革
红利。因此，现实获得感是否可以理解为立
竿见影的改革红利、实惠？增强群众现实获
得感的决定因素有哪些？

秦国文： 我认为是可以这样理解的，现
实获得感就是改革落地给群众带来的实实
在在的好处，它不是获得感的全部，但却是
改革的一个重要衡量指标。现实获得感不仅
是改革的重要目的， 而且是改革的重要支
撑，尤其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社会矛盾
问题多的情形下，如何把改革举措转换为发
展动力， 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改革成果，是
改革赢得广泛支持、不断冲破艰难险阻的关
键。

一项改革方案一经审议通过，那么它的
理论获得感就基本成形，接下来的努力空间
就是与方案落地效果密切相关的现实获得

感。增强群众的现实获得感主要取决于两个
因素：

一是改革方案的落实力。群众的现实获
得感不是造声势、看架势、搞形式，而是要看
改革方案能不能落实兑现， 能不能见效获
利。当前，我们有些改革举措推出后，群众感
受不深、获得感不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
改革方案没有真正落到实处。有些干部不想
改、不敢改，面对困难当“鸵鸟”，遇到矛盾绕
道走；有的地方和部门囿于局部利益、部门
利益，搞选择性落实、象征性执行；有些改革
政策在执行中走了板，“好经被念歪了”。这
些形形色色的“中梗阻”是影响群众获得感
的顽瘴痼疾，必须下大力气解决。加大方案
落实力，首先要强化责任担当。只有干部把
改革举措落实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切实抓
在手里、扛在肩头，做到凡事有人去管、有人
去盯、有人去促、有人去干，改革方案的落实
才有关键保障。 省委深改组第十一次会议，

专门听取9位省委常委任组长的改革专项小
组的上半年改革“成绩单”和下半年改革“计
划书”， 就是在省委这个层面发挥 “关键少
数”的关键作用，切实增强改革的落实力。市
州县、省直部门更应层层加压，把落实抓得
更硬更狠更力。其次要强化督办督察。建立
完善改革任务落实的制度机制，做到改革推
进到哪里、督察就跟进到哪里，确保各项改
革举措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年6月，我们
在全国率先建立了改革督察专员库，先后开
展了1次全面督察和商事制度改革、 政府机
构改革等5次专项督察， 下发了17批次督办
函，目的就是为了让改革落实不偏题、不走
样。

二是改革项目的协同度。全面深化改革
对项目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尤其是协同性问题，在众多项目
推进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部分改革因为
协同性不够导致群众获得感不强的现象还

比较突出。个别部门、单位对改革协同配合
支持不够，横向不愿“同步走”，纵向不能“跟
紧步”，对本部门为主的改革项目不愿出力，
对别的部门为主的改革项目不愿给力 。比
如，简政放权中，“你放我不放”的现象反而
让一些审批形成了“死结”，群众要跑的路不
少，要办的事更难；先照后证改革，群众办理
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确实容易了，但是
办理许可证的时间仍然较长，增加了创业成
本等等。因此，提高群众的现实获得感，改革
项目的协同度就是一个关键因素，只有加强
政策统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和进度统筹，
在改革顶层设计时强化系统思维，进行通盘
考虑；在制定改革方案时，加强配套措施，实
行“套餐制”、打出“组合拳”；在政策执行时，
强化部门联动，形成改革合力，改革的协同
性才会更好，改革红利才会充分释放。

改革就是要让广大群众
有更多的获得感1

群众获得感， 要从理论、
现实、 预期三个维度来把握2

理论获得感， 取决于改革的精确度、 方案的含金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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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获得感， 就是改革落地给群众带来的实时实惠4

增强群众对改革 “慢变量” 的信心， 提高预期获得感5

改革要致力于提高群众获得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