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仲春时节，株洲市石峰区田心
高科园里，一批轨道交通重点项目
正在“拔节生长”。

“上次中央电视台来拍纪录片
就在那儿取景。”3月24日，站在碳
化硅器件产业化基地前，株洲中车
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刘伟指
着不远处对记者说。 时隔仅一年
多，原来的空地上已经矗立起一栋
新厂房。

厂房一楼两个入口，走进其中
却大不相同。从左侧进去，风、水、
气、电设施正陆续进场，地上堆满
各种管道、工件，与普通施工场地
无异； 右侧的门口有专人看守，两
层厚塑料帘作隔断，进去的工人都
要换上白布鞋。

“洁净等级要求很高，今后这
里是生产车间和重点实验室。”记
者穿上鞋套，跟随施工方的中电四
公司株洲中车SIC洁净包项目安
全经理卜龙走入其中。

“工程量已完成70%左右，完
全按计划节点推进。 工程要求高，
每个部位都要保证质量。” 卜龙不
时凑到加工洁净棚、通风夹层边仔
细查看。根据进度安排，4月份进行
厂务设备联调，五六月份进行工艺
设备调试，7月开始小批量生产。

“这里将是国内首条碳化硅
IGBT器件的批量生产线，对于打破
国外产品垄断具有重要意义。”株洲
中车时代电气半导体事业部研发中
心技术专家李诚瞻告诉记者。2014年，
世界第二条、 中国第一条8英寸
IGBT芯片及模块生产线在中车时
代电气投产， 为动车装上了“中国
芯”。“与现有的硅基IGBT器件相
比，碳化硅IGBT器件可承受的工作
温度由原来的150摄氏度左右提高
到250至300摄氏度，这会使装置体
积变得更小，能耗更低。”

约一公里之外，中车株洲电力
机车有限公司的转向架智能制造
项目工地上， 厂房外部结构已竣

工， 下一步是厂房地面混凝土浇
筑、智能制造生产线设备安装。

“如果说IGBT模块是机车心
脏的重要器件，那么转向架就相当
于车辆的‘双腿’。”中车株机转向
架事业部常务副总经理梁红波说，
这是全球首个转向架数字化车间，
机加工、焊接、油漆、装配、检测等
10余条生产线都将实现智能化。

“计划在明年3月份投产！省市
区各级政府和部门都很重视，不仅
为我们报批报建开通了‘绿色通
道’， 还对项目进度实行一月一调
度。”梁红波说。

当我们来到九方装备技扩创
新中心项目时，株洲市领导一行刚
离开。“来给我们解决问题！” 株洲
九方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技术管理
部经理龚霞告诉记者，附近道路不
便于运输车辆通行、旁边三期工程
的土地征拆等问题，都希望得到解
决。

看到与记者同行的石峰区重
点办的刘玲，龚霞认真地说：“以前
觉得政府部门远， 现在觉得他们
近。”原来，上个月区重点办来调度
项目进展， 收集了企业提出的问
题，第二天就给予了答复。

“能协调相关部门解决的问题
都是马上协调，暂时不能解决的会
及时提交到区里、市里。”刘玲说。
尽管年初才调到区重点办，但她已
经把辖区内的重点项目基本都走
了一遍。

株洲被誉为“动力之都”，是
我国最大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
产业基地和技术研发中心。株洲
市重点办副主任向延平介绍，为
加快产业集聚， 轨道交通城、智
谷二期项目都在加快建设，吸引
更多产业链企业“拎包入驻”；区
内的2座公园、 人才公寓今年都
将开工建设，医院、学校也在改
扩建，数万产业工人将享受到更
好的城市功能配套。

项目发力，服务给力，“动力之
都”必将“跑”得更快。

扑下身子抓项目

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郭兰胜

有耕耘，就会有收获。
近年来，桂东县“撸起袖子加

油干”，并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城乡面貌发生巨
大变化。 桂东还连续16年获评省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先进县、平
安县，是目前全省唯一的“无毒害
县”“无地下六合彩县”， 民调得分
居全省前列，群众幸福感、满意度
持续攀升。

脱贫攻坚，一个不落
桂东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建档

立卡贫困户15995户46463人。如
何确保贫困群众如期脱贫？成为全
县上下头等大事。

扶贫先扶志。 为坚定群众脱贫
信心， 去年桂东县委书记谭建上用
两个多月时间，深入当时还没有“脱
帽”的52个贫困村，逐一上精准扶贫
党课， 宣讲扶贫政策， 分析村里优
势，引导群众积极投身脱贫攻坚战。

抓扶贫， 发展产业是关键。缺
少资金怎么办？桂东积极试点金融
产业扶贫，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参
加评级授信， 发放贷款证13964户。
至今年2月底，已累计发放扶贫贷
款3.38亿元。全县4130名机关党员
干部还与15995户贫困户结成帮
扶对子，37家非公有制企业也与
贫困村结对帮扶。

同时，桂东推行“优质企业（能
人）+村委会+新型合作组织带贫
困户”“优质企业（能人）带村委会+
新型合作组织带贫困户”“优质企
业（能人）直接带贫困户”3种模式，
带动贫困户发展茶叶、南竹、药材、
花卉苗木等产业。

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伍志平
告诉记者，县里还组建了桂东原生
态超市、 桂东氧天下山货集团，以

“保护价”收购贫困户农产品，并举
办山货展销会等活动，引导贫困户
勇闯市场。同时，按照“应保尽保，
能高则高”原则，对丧失劳动能力
的贫困人口实行一类低保标准线
与脱贫线“两线合一”，兜底保障脱
贫，确保“不落一户不落一人”。动
员居住在高寒山区的贫困群众易
地搬迁， 到去年底， 已有1470户
5049人住进新房。

自2015年省里启动扶贫工作
考评和绩效考核以来，桂东每年都
被评为先进单位。2015年，桂东有
6354户20068人甩掉贫困帽；去
年， 又有7113户20446人成功脱
贫。 剩下的2528户5949名贫困群
众，可望在今年告别贫困。

民生改善，一处不少
在桂东，不仅脱贫攻坚如火如

荼，教育、卫生、就业、社保等民生
项目也在大步推进。

荩荩（下转2版③）

2015年， 株洲市的轨道交通产业产值成功突
破1000亿元；到2020年，株洲的目标是再翻番，形
成2000亿元产值规模的轨道交通产业集群———

让轨道交通“跑”得更快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从2014年到2017年， 我省全面深化改革走过
三年多历程。舟至中游，改革成效如何？

3月下旬，省委改革办正式发布《湖南省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重要举措出台和落实情况的评估报
告》。 评估报告采用自我评估加第三方评估的方式
进行，在全国尚属首次。

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30余项改革形成湖
南特色， 一批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
进展……湖南改革，交出了亮眼的“期中成绩单”。

【三年成绩】
完成改革总体任务的60%

“三年多来，各领域标志性、引领性、支柱性改革
任务大部分推出，总体进度基本符合预期。”省委改
革办专职副主任秦国文介绍改革总体成果，并指出，
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根据《湖南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
要改革举措的实施规划（2014年-2020年）》，我省
改革共确立9大领域962项改革任务。 截至2016年
底，基本完成582项改革，完成率达60.5%。

推广PPP模式、 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四跟四
走”产业扶贫模式、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 国有林场改革等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受到相关部委肯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
国家级新区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乡镇区划调
整、试行“三位一体”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
核评价等30余项改革形成湖南特色，受到中央主流
媒体推介。

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制改革、绿色GDP评价试
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农民“两权”抵押
贷款试点等改革实现创新突破。

三年多来，湖南改革形成了省委深改组、改革专项
小组、省委改革办、改革专项小组联络办、改革牵头部
门、改革参与部门“五层级”工作网络，推动全省全面深

化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得到了中央改革办肯定。

【试点探索】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 、 可推广的

改革经验

三年多来，湖南闻令而行，按照中央部署要求
实施了一批“统一改革”，更积极作为，主动探索，推
出了一批“自选改革”，为湖南发展破题试水，也为
全国深化改革探路。

迄今， 湖南在９大领域共实施175项试点改革
任务，其中国家试点改革任务97项，自选改革探索
任务78项。截至2016年底，已基本完成101项，形成
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经验。

在经济领域，共开展59项试点。如，在浏阳等13
个县市开展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赋予试点
县市406项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在7个市州、15
个县市、28个建制镇开展新型城镇化改革试点。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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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深化改革行进三年多，省委改革办发布改革评估报告———

湖南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中宣部五次推介湖南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家试点经验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彭亮瑜 肖坤林） 今天上
午，“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启动仪式暨公益募捐活动，在长沙市湖南烈士
公园举行。

“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由省扶贫办、湖南日报社主办，旨在通过众筹
形式，瞄准贫困农户中的无房户、D级危房户，特别是对贫困农户中无收入
来源、需要兜底保障的因病因残等特困户的危房改造，进行差别化援助，一
起帮助贫困农户实现“安居梦”。

“我想有个家”资讯捐赠平台(http://wxygj.voc.com.cn)同时上线。所有
众筹资金，全部进入湖南省扶贫基金会的专设账户，并建立完善跟踪反馈
机制，做到可公示、可监控、可追踪、可查询。

我省2014年起调整农村危房改造政策， 将贫困户危房改造作为重点，
并提高补助标准，帮助14.5万户贫困户完成危房改造。“由于贫困面宽、贫困
程度深，我省还有数十万户无房户和D级危房户。”省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
王志群致辞时表示，力争在2020年前，通过政府引导、舆论宣传和社会参
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积极配合政府危房改造工作，解决贫困农户危房改
造资金不足的困难，实现贫困农户“安居”目标。 荩荩（下转2版④）

“我想有个家”安居工程启动
搭建资讯捐赠平台，当天公益募捐1100万元

3月26日，湖南烈士公园南门广场，市民踊跃为贫困户危房改造捐款。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李健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贺佳

2016年11月15日，在7300多万三湘父老的殷殷
瞩目中， 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胜利召开。11月19
日，在鲜红的党旗下，新当选的省委书记杜家毫代表
新一届省委领导班子庄严承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
更强的毅力攻坚克难，以更大的勇气革故鼎新，以更
实的作风干事创业，以更严的要求管党治党，夙兴夜
寐、励精图治，为湖南人民安居乐业、和谐幸福而努
力奋斗。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宏伟蓝图徐徐展开
之际，省委施政新风吹皱一池春水。抓好党政领导干
部这个“关键少数”，首先从哪里开局、如何破题，省委
意识到必须先从“脑子”开始，把思想搞端正，才会有好
“班子”、新“路子”。尤其是省委接连召开的全省市州委
书记座谈会、贫困县党政正职谈心谈话会、省属国有
企业主要负责人任前集体谈话会等一系列谈心交心
的场景，至今让大家感受深切。在平等交流中对面交
心，于推心置腹中熔铸“党魂”，凸显了对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绝对忠诚，彰显了求真务实、勇于
创新、善作善成、念兹在兹的责任担当。

这三次谈心谈话会，有如精神盛宴，提神醒脑、
补钙壮骨，形式新颖、收效显著，成为热议话题。

“把换届工作作为第一位的政治
任务来抓”———谈换届选举工作，平等
交流，以理服人

换届风气，是检验一个地方政治生态的“晴雨表”。
曾几何时，发生在湖南的衡阳破坏选举案举国

震惊，成为全省人民心头之痛。
2016年， 换届成为全省政治生活中的热词。这

一年，换届任务非常集中，先是乡镇党委和县（市、
区）党委换届，接着是市州党委换届，在省委换届后
紧接着是市县人大、政府、政协换届。

对换届，大家一方面充满期待，希望绘出好蓝
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换出好风貌；一方面，

又难免有些担忧， 毕竟衡阳破坏选举案教训深刻，
殷鉴不远。

党中央对地方集中换届工作高度重视，省委把
换届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任务来抓。省委常委会会议
先后多次研究部署换届工作，省委领导带头与各级
党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重点岗位干部谈心
谈话11.7万人次，查处违反换届纪律问题558人。同
时，派出换届风气巡回督查组，落实“九严禁”“九不
准”，形成了对换届风气的全程监督、全面监督的严
肃氛围。

2016年9月9日，随着市州换届人选逐步明朗、
党代会即将召开，省委决定再把全省14个市州委书
记请来，与大家敞开心扉“交交底”。时任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
奎通报有关换届工作情况后， 杜家毫直奔主题。针
对全省已经查处的违反换届纪律问题特别是临武
县发生的严重违反换届纪律的情况，告诫大家一定
要保持高度的政治清醒，决不可盲目乐观、麻痹大
意、松懈松劲。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没有发生类似的问题就不以
为然，如果不汲取教训、不引起警醒、不认真抓，说
不定类似问题就会重演。

换届责任重于泰山。杜家毫说，从省委来看，我
是第一责任人；从市州来讲，在座各位市州委书记就
是第一责任人。 全省的换届能不能搞好， 风气正不
正，关键在于我们第一责任人。大家既是本级换届的
“掌舵人”，也是接受代表选举的“候选人”。换届之际，
可能有的同志会有一种“恐票症”，担心自己职务比
其他人高，得票比别人少，会出现“难堪”，因此会前就
不敢大胆抓，不敢得罪人。我明确告诉大家，省委绝
不会简单以票取人。当“一把手”的，在是非面前没有
退路，丢几票也正常。省委看重的是大家在关键时刻
的态度和担当，要丢掉顾虑、轻装上阵。

如何严格依纪依法依规操作，确保组织人事意
图圆满实现？如何正确对待个人得失，做到个人服
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杜家毫
给大家讲述了他自己当差额人选的亲身经历———

“当年，我被列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差额人选。组
织意图十分明确，上海市也从未出现过组织意图落

空的情况。我们都是党的人，必须听党的话。因此我
暗下决心，绝不能让这种现象在我身上发生。在投
票过程中，那些发自内心认可我、支持我的代表都
按组织意见投了票。虽然自己被‘差’了下来，但完
全实现了组织意图。”

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杜家毫以身作则、垂范在
先的亲身经历，赢得全场尊敬而热烈的掌声。

座谈会之前，大家认为，谈换届这种重大而严
肃的问题，省委书记很可能会疾言厉色，没想到大
家都猜错了。省委领导不是居高临下摆架子，而是
放下身段平等交流，既是在谈工作，又像是拉家常，
推心置腹、以理服人。一场谈心下来，大家心里更加
亮堂了，信心愈发坚定了，迈出会场时脚步也更加
轻松有力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省委领导班子以强烈的
政治担当，把党的领导、党的核心作用牢牢抓在手
里，以零容忍、零懈怠的坚决态度狠抓换届纪律监
督，跟踪调度进展情况，层层传导责任压力，营造了
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确保了换届工作有序推进。
接下来几个月， 省市县几套班子的换届圆满顺利、
风清气正、心齐气顺。衡阳市县乡三级领导班子换
届被干部群众誉为史上“纪律最严、风气最正、人心
最齐、效果最好”的一次换届。全省整个换届工作得
到了广大干部群众充分肯定。

“以百姓之心为心，绣好‘精准扶贫 ’
这朵花”———谈脱贫攻坚工作，将心
比心，以情动人

湖南是精准扶贫首倡地。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风尘仆仆深入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
次提出“精准扶贫”思想，成为新时期脱贫攻坚基本
方略。

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部署落实，脱贫攻坚开
局良好。“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脱贫攻坚如登山，
越到后面越难。2016年9月19日，省委、省政府决定
召开贫困县党政正职谈心谈话会，抓住这一责任的

“关键少数”，把脱贫攻坚推向纵深。
荩荩（下转2版②）

对面交心抒忠诚
———从省委三次谈心谈话会看作风转变

逾4万人近两年甩掉贫困帽，五保对象集中供
养率达到40%， 去年全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79%以上———

桂东，民生改善进行时

林郑月娥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
第五任行政长官人选

走近科学家
王维：

“异种移植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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