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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勃

刚刚结束的湘江保护与治理委员
会2015年第三次（扩大）会议，对我省
实施“一号重点工程”第二个“三年行
动计划”进行了战略部署。 滚动实施湘
江治理三个“三年行动计划”，是我省
因应社会发展、 人民切身利益和落实
“五个发展”理念的重要举措。 这项民
生工程自2013年开展以来就受到了广
泛关注，“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 有力
地保障了湘江水资源、 水生态、 水安
全，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赞扬和拥护。

然而， 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
这仅仅是阶段性成果。 要赢得湘江治
理的最终胜利，还需要如杜家毫省长

在此次会上强调的那样， 以 “久久为
功，功成不必在我，建功必须有我”的
境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意志和
“行百里路半九十”的自省，继续推进
计划实施。 在湘江治理中， 政府作为
最重要的治理主体，必须实现治理模
式转型，以促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政府治理模式转型，要厘清政府、
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湘江治理是
一项系统工程，完全依靠政府这一治
理主体显然无法达到很好的治理效
果。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
转变政府职能的核心是要厘清和理
顺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这就需要
在湘江治理过程中打破甚至摈弃传
统政府管理模式中政府在资源配置

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做法，把政府部分
职能让渡给市场和社会。 这样不但能
减轻政府负担，还能大大提高行政效
率和治理水平。

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要拓展多种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 水环境具有公共
产品属性，正是其非竞争性和非排他
性的特性导致容易出现 “公用地悲
剧”。因此，在湘江治理中，要拓展多种
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如鼓励社会资本
投入到垃圾、污水治理的PPP模式；动
员志愿服务资源作为非资本化资源
投入到 “保护母亲河” 的志愿服务模
式； 对沿河污染企业产业机构转型予
以金融政策倾斜的贷款贴息模式等
等。

政府治理模式转型， 要明确部门
具体任务和职责。 湘江治理所涉部门
多、所辖区域广，需要建立治理联动机
制，统筹各部门具体职能。为了防止出
现“九龙治水”的尴尬现象，要在省委、
省政府的领导下做到全流域 “一盘
棋”，建立严格的绩效考核制度，列出
负面清单，做到各层级目标明确、责任
明晰。

推进湘江治理的冲锋号已经吹
响，“时间表”和“路线图”已经明确，各
级政府要努力实现治理模式的转型，
以民生为本，以行动为要，按照省委经
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抓好‘一湖四水’
流域保护与治理”的总体思路，早日达
成湘江水质全面好转的目标。

精准选题是前提 。 “题好半篇
文，奥秘自无穷”。 选题得当，协商就
能找准穴位 、击中要害 ；选题不当 ，
协商则如担雪填井、劳而无功。 要紧
扣大局所需选题。 紧紧围绕党委关
注的时代主题、 政府关心的全局问
题、引领发展的前沿课题选取议题、
协商议政， 在政协协商中为党委分
忧、为政府解难、为发展助力。 要围
绕群众所盼选题。 选取人民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开
展协商、献计献策，真正做到民有所
呼、我有所应，民有所求、我有所谋。

深入调研是基础。 “没有调查就
没有发言权。 ”调研的深度关乎思想
交融的深度， 调研的成果影响协商
议政的成果。 要不断创新调研方法。
在调研座谈 、蹲点取样 、典型剖析 、
实地考察、 统计分析等传统方法的
基础上，综合运用数字技术、网络平
台等及时了解情况、广泛征求民意、
全面收集资料。 要切实提升调研实
效。 通过访贤于百姓、问计于实践、
求策于专家，切实摸清“上情”、了解

“下情”、把准“域情”，真正让协商言
之有物 、言之有据 、言之有理 、言之
有度。

讲求民主是关键。 民主是协商
的本质特征， 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
式。 要及时协商。 紧紧围绕经济社会
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
的实际问题， 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
和决策实施之中。 要广泛协商。 按照
习总书记要求的 “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
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
在某个方面的”，在政协协商中广泛
听取各个阶层的意见， 集中各个党
派的智慧。 要平等协商。 真正让协商
参与主体在坦诚相待、 平等沟通中
实现心与心的交流、情与情的交汇、
理与理的交融， 从而在政协协商中
增进共识、汇聚力量、实现共赢。

狠抓落实是根本。 再好的金玉
良言，如果不“落地”，就是“飞机上吹喇
叭———空响”；再多的协商成果，如果不
转化，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要党
政重视抓落实。建立健全党委政府领导
领办、 相关部门承办、 督查部门催
办、绩效考核促办等办理机制，按照
《中共湖南省委转发〈政协湖南省委
员会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的规定 〉（试行 ）的通知 》要求 ，
及时将委员智慧转化为发展动力 ，
将协商意见转化为惠民成果。 要跟
踪督办促落实。 对于专题协商 、对
口协商 、界别协商 、提案协商等各
类协商成果的办理落实，人民政协
要当好督办员，唱好“连续剧”，并在
督办过程中进一步沟通协商、 交换
意见、完善对策，真正让每一项协商
成果获得回音、 收到反馈、 见到实
效。

尹卫国

酝酿近20年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日前正式诞
生， 将于2016年3月1日起施行。
该法明确 “家庭成员之间以殴
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
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
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均属
家庭暴力。

近些年，中国家庭暴力现象
有所上升，除当事人法律意识淡
薄外，还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
受大男子主义影响，丈夫支配妻
子的思想意识仍然有一定市场；
二是社会竞争加剧，因心态焦虑
引发大量家庭矛盾；三是经济压
力大， 因生活问题导致家庭不
和。 据全国妇联的相关调查显
示， 我国24.7%的已婚女性遭遇
过家庭暴力，且家庭暴力的受害
者绝大多数是女性。

家庭暴力其实是一个复杂
问题，涉及家庭伦理、家庭道德、

社会文明、社会风气等等。因此，
反家庭暴力并非有法可依就万
事大吉，处理家庭矛盾千万不可
简单地依赖法律。因为家庭是一
个特殊“领域”，家庭成员之间有
着特殊关联，反家暴需德治与法
治双管齐下， 并且坚持德治优
先， 尤其要重视用家庭伦理、亲
情的力量融合家庭关系。

笔者认为 ， 制定出台 《反
家庭暴力法》 的主要作用在于
威慑家庭暴力行为 ， 其立法宗
旨与要义在于教育 、 监督 、 约
束公民不去触犯法律底线 。 因
此， 反家庭暴力的重点与关键
仍是德治。 我们要致力于加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用良
好家风、 高尚美德教育、 感染、
规范每一个家庭成员 ； 同时要
大力推进社会和谐 ， 积极增进
社会福利， 提高群众的幸福指
数 ， 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快乐 、
有尊严地工作 、 生活 ， 从而减
少或消弭家庭暴力。

年关将近，“农民工讨薪” 再度成为
高频词汇， 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也纷纷
开启清欠行动。

事实上，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已相继
出台一系列防止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规章
制度。 如建立工资保证金制度和工资支
付监控制度， 推行要求把工资直接发给
农民工本人的 《建筑业企业劳动用工合
同示范文本》等等，无不彰显政府确保农
民工工资落袋为安的决心。

制度已有， 为何讨薪仍难甚至时有

极端悲剧发生？这不免让人深思。面对种
种问题，相关部门应深入基层调研，认真
找原因，努力想办法，切实完善制度的操
作性、加强对制度实施的日常监管。

再好的制度，如果不能落实落细、发
挥应有作用，就是“死”的、形同虚设。 让
清欠制度 “活 ”起来 ，让 “年年欠薪年年
讨”退出公众视野，既是检验职能部门、
党员干部作风的一块“试金石”，也是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若素 画/朱慧卿

新声

在“真协商”中服务科学发展
娄底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 姚兵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强调：
“协商就要真协商。 ”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人
民政协要发挥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作用，
必须充分发挥协商职能，在真协商中贡献智慧力量，服务科学
发展，助力全面小康。

姚兵 通讯员 摄

唱响中国梦

实现湘江水清 需全社会发力

反家暴，
要德治法治双管齐下

■新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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