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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为
充分发挥人才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
布局、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的支撑
引领作用，根据《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的通知》
（中发〔2016〕9号），结合湖南实际，现就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
（一）总体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坚

持党管人才、服务发展大局、突出市场导
向、体现分类施策、扩大人才开放”的基本
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
成长规律，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
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
变政府人才管理职能，保障和落实用人主
体自主权，大力破除束缚人才发展的思想
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建立科学规范、
开放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展治理体系，
逐步形成有利于各类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
力竞相迸发的制度环境。

荩荩（下转6版①）

中共湖南省委

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委，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

现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中共湖南省委
2016年12月2日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湖南日报评论员

我省正式发布《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实施意见》， 这是我省人才
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实施意见》依据
中央《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
意见 》精神 ，着眼于国际国内人才发展大
局，立足于我省人才发展实际，以“为人才
松绑 、向用人主体放权 、解放和增强人才
活力”为核心，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政
策、新办法。《实施意见》是我省人才发展的
指导性文件。 学习贯彻落实好这个文件，是
当前推动我省人才发展的首要任务。

要更加渴求人才 。 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 ，寻觅人才要如饥似渴 ，发现人才要如
获至宝 。要更加重视人才作用 。现代社会
发展已从依靠资源资本资料转变到注重
人才创意创新创造，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我省要实现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 ，建成 “五个强省 ”目标 ，各类
人才是关键。 要加快树立现代人才观念。
人才不再是属于少数人或某类人的专门
称呼，也不再是学历、职称、经历、国籍、区
域的固化标签，而是在创新创业大潮中涌
现出的广大群体。我们必须尽快破除一切
不合时宜 、 束缚人才创新创业的陈旧观
念 ，科学评价 、发现 、使用各类人才 。要加
强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建设好科技、金融、
服务等人才发展平台，注重基础研究人才
和紧缺应用型人才队伍建设，加大青年创
新人才队伍培养， 让人才能够脱颖而出、
层出不穷。

要更加解放思想 。 人才不是管出来
的 ，是在良好的环境里成长起来的 。要进

一步下放权力。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实施意
见》要求，积极转变人才管理职能，做到简
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不该管的事
坚决不管，该下放的权坚决下放，该市场作
主的坚决由市场调控。要进一步增强活力。
增大人才自由流动空间， 区分人才与党政
干部的管理监督，让人才在更大的范围、更
好的空间、更优的制度环境中成长。要进一
步释放红利。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的激励机制，创新收益分配制度，让人才靠
自己的发明创造合理合法富起来。 各地在
执行中要结合实际，让《实施意见》落地见
效，绝不能把一本好经念歪了。

要更加积极作为。 像抓经济工作一样
抓人才工作， 像抓产业发展一样抓人才发
展， 让人才工作深度融于经济社会发展之
中。要真正走出去。学习国外、省外先进的
人才理念、政策、经验，走出去引进本地急
需紧缺的人才， 大力引进愿意来本地发展
的人才。既要引进领军型、开拓型人才，也
要为未来发展储备好战略性、基础性人才。
要真正走下去。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在一
线创业， 特别是在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创新
创业。要真正走进去。引才的关键是引心，
留才的重点是留心， 服务人才的焦点是服
心。 要让人才工作者真正为专家人才提供
好的服务、好的保障，真正给予创新创业人
才好的引导、好的帮助。

水积而鱼聚，林茂而鸟集。环境好，则人
才聚；工作实，则事业兴。我们有理由相信，
随着《实施意见》的深入贯彻，必定带来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纵深推进，必定不断优
化人才成长成才环境，必定能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努力优化我省人才发展环境

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纪实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4月，春意盎然。凤凰县腊尔山镇夯卡村
雷公潭寨新址，35座苗家风情独栋小楼，错落
有致地排列着，宛如一幅醉人的山水画。村民
向荷花告诉记者， 他们35户人家都是在2017
年春节前夕从大山深处集体搬迁过来的。她
说：“党和政府的扶贫政策真的好， 不然我们
做梦都不敢想， 能在平地上住上这么好的新
房子。”

与向荷花一样， 去年全省共有16万名农
村贫困群众，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帮扶下，
顺利实现“挪穷窝”；还有7万名贫困农民，受
益于贫困农户危房改造政策， 住进了安全有
保障的“新房”。

保障扶贫对象住房安全， 是脱贫攻坚的
重要目标，是“两不愁、三保障”的重要任务之
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湖南用活国家政策，
创造性破解“钱从哪里来”的难题，帮助越来
越多的贫困农民圆了安居梦。

近80万贫困人口需解决安居问题
为确保危房改造贫困农户数据真实可

靠，我省结合贫困对象建档立卡工作，组织扶

贫、住建以及驻村工作队的力量，进村入户逐
一核查， 把真正需要进行危房改造的贫困农
户找准找实，并录入建档立卡数据系统，全省
精准识别出无房和D级危房贫困对象约26万
户近80万人。

按照“精准扶贫永远在路上”的要求，省
扶贫办把调研测算数据与建档立卡贫困对象
信息数据进行认真比对，不断核实、修正和完
善，提高了贫困农户危房改造数据质量。

荩荩（下转6版②）

贫困户圆了“安居梦”

湖南日报明斯克4月13日电（沈办）当
地时间4月13日上午，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
申科在明斯克总统府会见了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一行。

卢卡申科欢迎杜家毫率团访问白俄
罗斯。他说，中国是白俄罗斯可靠的合作伙
伴，对中国朋友的到来，我总是充满期待。
湖南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 具有重要区位
优势，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势头良好、成绩
显著。去年，莫吉廖夫州与湖南省达成友好
省州关系意向， 中联重科在中白工业园的
项目建设进展顺利， 为两地合作奠定了重
要基础。 白俄罗斯将以中白工业园项目为
抓手，进一步加强与湖南在文化、教育、食
品等各领域的合作。

杜家毫感谢总统先生的亲切接见。他
说， 习近平总书记与卢卡申科总统决定建

立相互信任、 合作共赢的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开启了中白关系发展新时代。湖南是新
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家乡， 一大批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新中国的成立作
出了重要贡献， 白俄罗斯人民在卫国战争
中也作出了巨大牺牲，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近年来，湖南开通了欧洲航线、湘欧快线，
与欧洲的交往更加密切，希望双方在“一带
一路”战略框架下，立足已有合作基础，不
断深化与莫吉廖夫州的友好省州关系，进
一步加强与白俄罗斯在工程机械、 轨道交
通、住宅工业化、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
合作，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中国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崔启明，
白俄罗斯外交部部长弗拉基米尔维奇，白俄
罗斯工业部部长米哈伊洛维奇，莫吉廖夫州
执行委员会主席维克托罗维奇参加会见。

新华社记者

4月初的白洋淀，绿柳婆娑，碧波荡漾，放
眼水鸟嬉戏，听闻蛙声一片。

襟带崇墉分淀泊，阑干依斗望京华———
河北安新县白洋淀凉亭上的这副楹联，

在这个春天里，与位于东北方向100多公里的
首都北京，有了不同寻常的关联。

2017年4月1日，新华通讯社受权发布：中
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消息
一出，犹如平地春雷，响彻大江南北。

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
部分区域的雄安新区， 迅速成为海内外高度
关注的焦点。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这
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
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着眼党和国家
发展全局，立足大历史观，深入推进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 以规划建设河北雄安新区为重
要突破口， 探索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
的新模式，谋求区域发展的新路子，打造经济
社会发展新的增长极。

燕赵大地上， 春潮涌动， 正奏响开创历
史、引领发展的澎湃乐章……

把握时代大趋势的历史性
举措———设立雄安新区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作出的重大选择

“这是党的十八大后中央抓的一
个新区建设。 雄安新区是党中央批准
的首都功能拓展区，同上海浦东、广东
深圳那样具有全国意义， 这个定位一
定要把握好。”———2016年5月27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

华北平原，雪后初霁，万物润泽。
2017年2月23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从中

南海出发，驱车100多公里，专程到河北省安
新县实地察看规划新区核心区概貌。

在大王镇小王营村， 总书记走进一片开
阔地，极目远眺。这里就是规划中的雄安新区
起步区的核心地块。

在展开的一张规划图前， 习近平仔细察
看区位、规划状况，详细了解人口搬迁安置、
区域内的地质水文条件等情况。

“这地方老百姓生活得怎么样？人口密度
有多大？拆迁人口有多少？”习近平总书记向
河北省委书记赵克志询问。他叮嘱：设立雄安

新区，一定要让老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要有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当天中午， 习近平在安新县主持召开了
一场小型座谈会。他强调指出，规划建设雄安
新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 是疏
解北京非首都功能、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
历史性工程。

大发展需要大战略，大战略需要大手笔。
37年前，位于华南的深圳经济特区，从昔

日小渔村起步，发展成繁华都市，引领着珠三
角经济增长极崛起， 成为中国开启国门走向
开放的重要标志。

25年前，位于华东的上海浦东新区，从一
片旷野地蝶变成汇聚财富的金融中心， 辐射
带动长三角跻身世界六大城市群， 成为中国
改革开放再出发的新象征。

位于华北的京津冀大地，坐落着北京、天
津、石家庄等北方重要城市，但多年来地区间
发展不平衡：一面是京津两极“肥胖”，人口膨
胀、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突出，一面是周边
地区过于“瘦弱”，呈现显著差距。

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 正是今天中国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发展步入新
常态的大时代背景下爬坡过坎的必然选
择， 也是在中国北方打造新增长极的迫切
需要。

荩荩（下转16版）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会见杜家毫

201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北省安新县考察雄安新区规划建设工作。 新华社发

� � � � 1月25日，
花垣县双龙镇
卧龙坪村，吴兴
忠家搬进新居
后，拍下了全家
福。（资料照片）

龙恩泽 摄

举“中国方案” 践大道之行
———写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倒计时一个月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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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
7版

看先辈们如何“提金炼银”
———探秘桂阳桐木岭矿冶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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