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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龙

党的十九大将于2017年下半年
召开。中共中央最近印发了《关于党
的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的通知》，对
代表选举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同时，
中组部也召开会议， 对党代会代表
选举工作作出具体安排。

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
重要的代表大会， 而做好党代表的
选举工作， 是开好这次大会的重要
基础。此次《通知》的印发，竖起了多
方位“风向标”。

选举纪律的 “风向标 ”。只有严
肃纪律，方能确保风清气正。党的十

九大代表如何选？如何选好？《通知》
首先强调，“要严肃政治纪律、 组织
纪律和选举纪律”，再次彰显了代表
选举工作的严格程序和纪律刚性 ：
对违规违纪问题 “零容忍 ”，一经发
现坚决查处。这充分说明，小到乡镇
社区， 大到中央一级，“严肃换届纪
律”没有例外，一条线划齐。

选人用人的 “风向标”。《通知》
指出， 党的十九大代表应是共产党
员中的优秀分子， 要严把候选人政
治关，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严
把人选廉洁关， 坚决防止 “带病提
名 ”———可以说是进一步明确了选
人用人的“标杆”。坚决防止“带病提
名” 与日常组织工作中的坚决防止

“带病提拔 ”一脉相承 ，就是不能让
任何一名有问题的党员混入代表队
伍， 不能让任何一名有问题的干部
混入领导队伍。因为入选代表、干部
的思想作风会直接影响到党风 、政
风、民风 ，必须将政治上靠得住 、工
作上有本事、 群众中有威信的好代
表、好干部提名上来 、选拔出来 ，形
成“关键少数”率先垂范、带动“普通
多数”紧紧跟上的良好风气。

干事创业的 “风向标”。《通知》
明确指出， 要从各个行业中提名优
秀党员，并广泛听取基层党组织、党
代表、党员和群众的意见，这折射出
党中央坚持的是“求真务实、注重实
绩，为民服务 、群众公认 ”的正确导

向。 当前我们正处于党和国家发展
进步、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
期，选出来的党代表、各级干部在一
定程度上深刻影响着发展快慢和优
劣， 因此必须坚持根据发展需要选
人才，凭借实绩用干部 ，大力提名 、
选拔谋事实、 创业实、 做人实的干
部，让不作为、懒作为和怕作为的干
部彻底没有市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业兴衰，唯
在用人；用人之要，重在导向”，不论是党
的十九大代表提名、选举，还是常规化
选拔任用干部，都应以《通知》所竖起的
“风向标”为导向，选对人、选好人，激发
更多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为推动各
项事业蓬勃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
的关键一招，也是加快建设新衡阳的
必由之路。当前，正值全面深化改革
的“施工高峰期”和落实改革任务的
攻坚期，我们必须坚决贯彻落实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改革决
策部署，坚定改革信心，增强改革定
力，以更大的政治智慧和胆识推动改
革向纵深迈进。

要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精神
勇挑改革重担。习近平总书记在G20
杭州峰会上深刻指出 ：“因循守旧没
有出路，畏缩不前坐失良机。中国改
革的方向已经明确，不会动摇；中国
改革的步伐将坚定向前 ， 不会放
慢。”在省委深改组第二十三次会议
上，省委书记杜家毫同志强调，要强
化发展意识，以改革促发展，确保各
项改革举措取得实效， 让人民群众
在改革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从蔡
伦造纸到王船山 “六经责我开生
面 ”，从特变电工荣获 “国家科技创
新特等奖”到8个国家级改革试点和
31个省级改革试点落户衡阳， 衡阳
自古以来就富有改革勇气、 创新精
神。当前，我们正处于加快建设经济
繁荣 、百姓富裕 、生态优美 、社会和
谐、政治清明新衡阳的关键时期，要
坚持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重大政治
责任 ， 紧扣发展所需， 聚焦民心所
向，呼应基层所盼，以改革增添发展
新动能，增进群众获得感。

要以“十个手指弹钢琴 ”的方法
统筹改革推进。 全面深化改革是一
项宏大的系统工程， 既要提高改革
的含金量，又要增强改革的协同性。
要突出改革主线， 大力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突出抓好“三去一降一
补”重点任务的落实。“去”是为了给
有效供给腾出空间，要坚决去、去到
位；“降”是为了让企业轻装上阵，要
动真格、下真功；“补”是为了拉长发
展短板 ，要补在薄弱处 、关键处 。要
紧扣衡阳实际，将补齐县域经济、工
业经济、 旅游经济短板作为全市重
大战略任务来抓， 用改革的办法破
解发展瓶颈。要坚持问题导向，哪方
面矛盾和问题最突出， 就重点抓哪
方面改革；百姓关心期待什么，改革
就抓紧推进什么。要注重统筹兼顾，
对照今年9大类46项改革任务，聚焦
聚神聚力抓好改革落实，确保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

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
推动改革落地。改革落地关键在于工
作落实，要以盯住干、马上办、改到位
的劲头推进各项改革。要全面压实责
任。 各级各部门要落实主体责任、理
清责任链条、拧紧责任螺丝、提高履
责效能，共同为改革想招，一起为改
革发力。各级党委要为敢于担当者担
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激励想改革、
善改革的干部勇挑重担、 冲锋在前。
要突出试点带动。发挥试点在改革中
的“探路”作用，以试点带动全盘，以
探索突破难题。把调查研究贯穿到全
面深化改革的全过程，充分尊重人民
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体现“以人民
为中心”的改革价值取向，使改革更
接地气。要加强改革督察。改革推进
到哪里，督察就要跟进到哪里。既要
督任务 、督进度 、督成效 ，又要督认
识、督责任、督作风，充分发挥督察在
全面深化改革的“尖刀”作用，打通改
革“最后一公里”。要营造浓厚氛围。
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对改革的
方案和政策进行宣传解读，正确引导
社会预期，及时消除模糊认识，最大
程度凝聚改革共识。

新声

以更大智慧胆识
推动改革向纵深迈进
衡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农

王甄言

11月8日，人社部发布《关于印发“互
联网＋人社”2020行动计划的通知》（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明确社保卡将加载支
付功能，支持各类缴费和待遇享受应用；
同时将与微信、 支付宝等第三方支付平
台合作，建设统一、开放的医保结算数据
交换接口，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相
关机构开展网上购药等应用。

普遍实现跨地区持卡应用，并与政
府其他公共服务实现“一卡通用”；建设
人力社保支付结算平台，拓展社保卡的
线上支付结算模式……这个 《行动计
划》标志着人社部门在提升服务、方便
民众上迈出了更大一步，值得点赞。

众所周知，相比政务服务，电子商
务更走在“互联网+”时代前列。尤其是
电商兴起， 极大改变了传统消费模式，
既为消费者节省了时间，又满足了消费
者的全新体验，发展迅猛、连年攀升的
“双11”成交量就是最好的佐证。

此次人社部实施 “互联网+人社”

行动计划，把社保服务从现实延伸至虚
拟的网上，是主动拥抱现代科技的进取
之举，也是主动打通信息壁垒的积极行
为。长期以来，由于行政区划局囿，一些
政策往往被分割成诸多条块， 客观上造
成了信息不共享不互通、 政策实施有盲
区有瓶颈，群众办事不得不跨部门、跨区
域来回跑， 办事成本较高。 以社保卡为
例，一则没有实现“一卡通”，医保卡、养
老卡分开；再则不能实现异地结算，异地
住院治疗会遇到报销麻烦； 医保卡不支
持网上购药， 患者看病买药费时费力。
《行动计划》可谓“对症下药”，将带来的
省时、省力、便捷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比
如社保卡支持网上购药服务，就可实现
异地购药，解决“本地缺药、买不到药”
的难题。

与时俱进， 不断提高服务效率、服
务水平、服务成色———人社部的《行动
计划》提供了一个改进和完善政务服务
的样本。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相信
更多政府部门同样会给我们带来贴心
暖心的改变。

党的十九大代表选举
竖起多方位“风向标”

“社保卡支持网购药”的
标志性意义

新闻漫画

据国内一些机构预测，今
年“双11” 网购将延续其诞生6
年以来只增不减的热度， 成交
金额将达到1000亿至1400亿之
间！

而铁路部门于今年首次打出
的“电商黄金周”服务品牌———自
11月11日起至20日，与多家电商和

知名快递企业合作， 提供高铁快
运和铁路干线运输物流服务———
也有望使“双11”物流配送状况得
到极大改善。

更多质优价廉产品， 更快
更好的物流配送， 相信会令广
大消费者的 “双11” 感受更正
点。 文/杨洁 图/许昌

铁运加盟，让“双11”更正点

� � � �周农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