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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是长沙市天心区的立区之本。
日前，长沙市天心区新增的两条公交线

路212路、27路正式投入运行，从暮云片区分
别连接长沙火车南站和汽车南站两大交通
枢纽。 搭上进城头一班车，暮云的刘玉华老
人脸上漾起笑容：“方便，真方便！ ”

这，只是天心区推进“民生立区”三年行
动计划、造福民众的一个缩影。

去年以来，“民生立区”三年行动计划全
面开花， 天心区区级新增财力80%以上用
于改善和保障民生， 各街道每年投入的

配套资金不少于300万元，全区每年铺排重
点民生项目不少于100个、3年将超过300
个。

民生跟着民声走
回忆自家屋顶以前的样貌，家住裕南街

道长坡社区12栋顶楼的胡秀英怨言不断：
“又脏又乱，关键是漏雨！ ”

长坡社区大多是上世纪90年代初迁建
的安置房。 20多载的风雨摧残，屋顶坑坑洼
洼、垃圾乱堆，小区甚至还有种菜、搭狗窝
的。一到下雨天，渗水漏雨，不少居民家中墙
壁发霉、水泥脱落。

“既要高楼大厦，又要背街小巷,要让人
民群众共建共享发展成果。 ”区委书记曾超
群的话语掷地有声。

去年8月，社区开始走访调查摸排，很快
确定了涉及32栋、1586户居民的屋顶改造项
目申报；到年底项目全部改造完工。

站在修葺一新、整洁清爽的屋顶，胡秀
英心里乐开了花。

在天心区，民生跟着“民声”走。
“民生立区”工程启动后，区各级部门深

入基层摸排走访，采取问卷调查、基层协商、
调研座谈等方式， 征集到群众意见建议
3000余条。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周湘云 徐德荣
成俊峰 王朝顺） “这里有一根烟囱摇摇欲
坠， 请安排专业人员拆除。” 日前， 衡阳市
石鼓区人民路社区第四网格党支部书记周
艳敏进行日常巡查时发现后， 马上向上级
报告。 区城管执法局随即安排专业队伍，
及时将烟囱拆除， 消除了一个危及群众安
全的隐患。

“以前谁是党员我都不认识，如今党员、
干部有了‘责任田’，主动上门服务，我们很
满意。 ”人民路社区居民章雨林高兴地说。

如何实现社区服务“全覆盖、零距离”？
今年初，石鼓区以党建为统领，实施社区网

格化管理。在社区建党总支、网格建党支部、
楼栋建党小组，并推行“人在格中走、事在格
中决、旗在格中飘、情在格中系”的网格化管
理模式，划定党员“责任田”，把居民党员、在
职党员、流动党员凝聚到网格中。目前，全区
已建起29个社区党总支、178个网格党支部、
516个楼栋党小组。 2800多名在职党员到社
区报到，加入网格党员志愿服务队。同时，开
展“三公三亮”活动，即每个党员公开挂牌亮
身份、 每个楼栋公示党员认岗领责亮承诺、
每个网格公布党员服务积分亮作为。

牛角巷社区网格管理员李芳介绍， 现
在她每天都要到责任网格巡查一次， 负责

网格内信息采集、 登记， 问题排查、 上报
等各项工作。 对网格内发生的各类问题，
能处理的当场处理， 不能处理的逐级上报，
交给相关职能部门处理， 处理结果纳入年
度绩效考核。

“网格化管理激发了党员活力，党员先
进性得到彰显。 ”石鼓区委书记杨龙金介绍，
全区被群众认识的党员、 干部越来越多，党
群关系明显好转。 社区发生的大小事件，都
能在第一时间被发现、上报和处理。今年1至
9月，全区党员下沉网格服务群众，共化解矛
盾纠纷800余件、帮扶慰问困难群众4260人,
为居民办实事好事2700余件。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下午，省长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
务会议，传达贯彻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全国发
展改革工作会议、 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会
议， 以及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
精神，研究部署全省消防、清理规范省政府部
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等工作。

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领会全国农业、发
改、工信等工作会议精神与中央经济工作、城
市工作、扶贫开发工作等一系列重大会议，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
精神更好地结合起来， 深入贯彻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 更好地把握明年全省经济工作
的方向和重点， 化挑战为机遇， 变困难为动
力，进一步增强发展的信心和底气，制定更科
学、更有力的措施，层层分解任务，确保完成
明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 要抢抓当前国家有
关部委和中央企业谋划明年工作的契机，加
强对接沟通， 争取国家更多政策资金支持和
重大项目布局。要从供需两侧同时发力，既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培育经济增长新
动力； 又继续发挥重点产业项目省政府领导
分工联系制度和联席会议制度作用， 大力推
进“四张网”、“两房两棚”、“两供两治”建设，
以及脱贫攻坚等工作， 用好专项债和债券置
换，扩大有效投资。要立足我省工业发展良好
基础，积极对接“中国制造2025”，启动实施制
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 全面促进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工程机械、新型住宅、有色冶炼等省
内优势产业和产能加快“走出去”，促进工业

机器人、3D打印等新兴产业集聚发展， 加快
从制造大省向制造强省迈进。 要牢牢守住粮
食总产“底线”和耕地“红线”，更加注重农业
量质并举，不断提高农业发展的规模化、产业
化、机械化和科技化水平。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消
防工作的意见》。会议强调，要守住消防安全底
线，增强大局意识、红线意识，总结吸取省内外
重大火灾事故教训，加大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力
度。当前正值年终岁末，是安全事故高发期、冬
季火灾防控关键期，更要绷紧这根弦，加大消
防工作力度。 要夯实消防工作基础，加强重点
部位、薄弱环节消防基础设施建设和专职消防
队伍建设，抓好消防安全教育，增强全民消防
意识。要强化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督促检查，以
责任追究制保证责任制的落实。

会议指出， 清理规范省政府部门行政审
批中介服务， 既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有关部署
的具体行动，也是我省简政放权、放管结合改
革向纵深推进的关键一环。 要进一步优化发
展环境，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把简政
放权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结合起来， 蹄疾步
稳加以推进，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要在尽
快出台公布第一批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介服
务事项目录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加快节奏，
力争省级层面明年6月底前形成全面的目录
清单， 督促各市州和县市政府抓紧研究制定
本地区清理规范中介服务的具体措施， 进一
步促进党风政风建设，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办
事效率。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杨柳青 ）
今天， 全省工会帮扶困难农民工精准脱贫暨
“一户一产业工人” 培养工程现场推进会在
郴州举行。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要求， 切实增
强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的政治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 以更加务实有效的举措帮扶农
民工就业创业， 让他们用劳动改变人生、 用
创业成就梦想。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
工会主席刘莲玉主持会议。

我省现有农民工1470万。 近年来， 我省
各级工会在组织农民工入会和服务农民工方
面作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截至12月， 全
省农民工入会集中行动共新组建工会10454
家， 新发展农民工会员59.77万人， 全省农

民工会员达395万多人； 今年免费培训农民
工11300多人次， 帮助21293名农民工就业。

孙金龙说， 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各级工
会组织要深刻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农民工工作
的重要性、 紧迫性， 以更务实的举措帮扶农
民工就业创业。 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加快
建立以技工学校、 职业培训学校为主体， 民
办职业培训机构为补充， 面向农村、 方便入
学的培训网络， 提高农民工就业创业本领。
要坚持贴近市场、 贴近需求、 务实管用的原
则， 紧盯农民工“缺什么” 与“需什么”，
科学设计技能培训内容， 切实提高培训的针
对性、 适用性和实效性。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评论员

改革，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湖南
锐意进取的最强动力。 2015年年末，中央、湖
南省委先后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省委深改组
通过五大改革文件 ， 改革信号再度重磅释
放。

新一轮深化改革的“窗口”已经开启。 对
湖南来讲，培植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拓展转
型发展的战略空间， 拓宽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战略路径，渐从“窗口”释放光芒。

改革，躲不开、绕不过。“十三五”的五年，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 也是改革创
新的关键期。摆在我们面前的，是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抉择———经济上， 完成去产能、 去库
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有赖改
革向纵深推进；行政上，简政放权，从“最先一

公里”持续破题，到“最后一公里”真正落地，
有赖改革持续发力；民生上，优化公共服务，
从扶贫攻坚补短板，到区划调整强动力，再到
破解教育、卫生、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难
点、痛点，有赖改革稳步推进。挑战迫在眉睫，
机遇稍纵即逝，改革势在必行。

改革，等不起、慢不得。 改革是一场对韧
劲、速度、效果的综合考验。一篙劲松退千寻，
改革的征途上容不得半点观望犹豫， 来不得
丝毫松劲懈怠。省政府出台权力“三清单一目
录”、 推进商事登记制度等改革走在前列，简
政放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财税体制、农村金
融等改革勇于创新，敢为人先体现责任担当；
乡镇区划调整、 不动产统一登记等改革攻坚
克难，啃硬骨头、涉险滩，着眼长远夯实基础；
国企国资、 文化资产管理体制等改革大胆突
破，动奶酪、破藩篱，市场主体蓄势待发。 改

革，开启了变压力为动力的“切换模式”。
改革是一道无法避让的必考题。 在发展

中找问题、查原因，从改革中找出路、要动力，
是为湖南未来发展筑基的必然选择。

当前，为什么各地、各部门对这道必考题
的“解题”，快慢有别、深浅有别、效果有别。说
到底，是改革者“必改”的决心有别，是“精气
神”有别。

敢想敢为、敢说敢干，绝大多数人是改革
大潮中的弄潮儿， 他们的奔腾跳跃使得改革
潮起潮涌。 但在新一轮改革千帆竞发的大势
下，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有的“嘴上赞改革，
心里烦改革”；有的期望革疾除弊，又担心伤
筋动骨；有的期望刀子下深一点，又害怕伤到
自己；有的期望问题真正解决，又不愿意把自
己挺在前面。

(下转12版②)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李伟锋 ）
今天， 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省经信委联合发布了2015年度全省
制造业技术创新10大标志性成果。

这10大成果是： 中车株机中低速磁悬浮
列车系统、 铁建重工国产首台铁路大直径盾
构机、 中联重科QAY800全地面起重机、 蓝
思科技蓝宝石生产及智能终端应用、 衡阳特

变电工1000kV特高压发电机变压器、 中车
株洲所永磁同步电机传动系统、 长沙比亚迪
K9纯电动客车技术、 湖南国科微电子高性
能高清网络摄像机 （IP� Camera） 主芯片、
湖南金旺铋业含铋物料富氧双侧吹熔池熔炼
新技术、 楚天科技药品/食品胶塞清洗机联
动生产线。

(下转12版①)

民生立区看天心
———来自长沙市天心区的报道

衡阳市石鼓区2800多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志愿服务

石鼓党员责任实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张珍 余果

12月23日上午10时许，湖南永州电子商
务产业园正式开园。“去年，这里还是一片荒
芜。 ”园区首批入驻企业、上海爱网特集团总
裁周奇前后两次来园区， 对这里的变化和永
州市的投资环境点赞。

项目的落地与干部的执行力息息相关。
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中，永州市把提升干
部队伍执行力作为专题教育的“一号工程”贯
彻始终，以执行力提升来检验专题教育成效，

让“严”与“实”的要求落地生根。“在提升干部
执行力中， 让干部有成就感， 让群众有获得
感。 ”永州市委书记陈文浩如是说。

“严”与“实”加速发展
“刚来的时候这里都是坑坑洼洼的，地也

不平。”12月23日，湖南康都制药有限公司工程
部部长欧勇告诉记者，这一年他们公司一天一
个样。“三通一平”的通电、通水、通路、平地工
作，短短40余天就完成了。欧勇还清楚记得，他
向项目督办处反映没有通电，第二天电力部门
就上门服务，随即通电。 (下转12版③)

改革是必考题，要有“必改”的决心

12月28日， 市
民在长沙博物馆参
观 “华夏瑰宝———
保利海归精品文物
特展”。 当天， 长沙
滨江文化园正式开
园。 园内的博物馆、
图书馆、 音乐厅同
步开馆， 与之前已
经开馆的规划馆一
起免费向市民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邓晓丽

摄影报道

长沙滨江文化园开园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贯彻落实全国有关会议精神
部署消防及清理规范中介服务等工作

三严三实见行动

永州：提升执行力 彰显严与实

2015年度湖南制造业
10大技术创新成果发布

中车株机中低速磁悬浮列车系统、 铁建重工国产
首台铁路大直径盾构机等入选

孙金龙对全省工会服务农民工和帮扶困难农民工
精准脱贫工作提出要求

用务实之举助推农民工就业创业

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适应发展新常态 培育增长新动能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发言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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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光达站零换乘直达梅溪湖，全程票价6元，时长52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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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打赢一尖兵
———记国防科大信息系统与管理学院总工程师刘忠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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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