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十月廿五
第24652号

12
2017年12月

星期二

今日16版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12月13日是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
仪式。

届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
台、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新华网进行现场直播，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
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
闻客户端进行同步直播。

湘声

从“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
地”，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
俱欢颜”，在我国，房子不仅具有“安身立
命”的物质意义,更是被赋予了“家”的人
文色彩。

安居方能乐业， 这是社会和谐稳定
的基石， 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
要求。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句“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道出了人民的心声，为中国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指明了路径。前
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更是强调
要 “加快住房制度改革和长效机制建
设”。住房问题事关国计民生，事关公平
正义，直接影响着千家万户。

上世纪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土地的
“觉醒”，我们凭着土地批租这一招，就带
来了社会财富的滚滚涌流。各地依靠土地
开发，在“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的口
号声中，迅速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改善了
千万家庭的住房条件，也有力促进了经济
社会的发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弊端也
开始逐步显现：房地产的高歌猛进，使得
许多沿海发达城市的房价飙升不止，工薪
阶层只能“望房兴叹”。高房价的出现，加
速恶化了住房民生， 抑制了群众的购买
力，也导致近些年金融开始“脱实向虚”。

如今， 当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新发展理念已成为新时代的共识、
我们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进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时，我们还能再靠房地产、靠土地财
政来支撑城市发展吗? 还能继续依赖过
去的老套路、老办法吗？

不可否认， 当前还有一些领导干部
抱着“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观
念、旧思想，总认为房价太低，会与城市
的综合实力不相匹配。 这种想法其实是
本末倒置。 就拿长沙来说， 作为中部城
市，既不沿边、又不靠海，近年来为何各
类青年才俊竞相涌入、 新兴产业相继落
户、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一位企业家
给出的答案尽管不那么恰当， 但确十分
生动形象。他说，之所以选择落户长沙，
是因为公司白领们可以买得起房子、娶
得到娘子、生得出孩子。可见，健康的房
价、可控的成本、良好的生态所带来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恰恰是吸引人才、
企业和产业的根本原因。

住房问题的背后， 折射的是一个城
市的经营理念和发展方式。 相比于土地
出让所产生的短期利润、 依靠高负债拉
动的一时增长， 我们更愿意看到老百姓
安居乐业的笑脸和百花齐放、 欣欣向荣
的产业。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定力，多管
齐下，做好新的制度安排，继续促进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

习近平是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的。他
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
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
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
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
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
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
实实地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
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即将

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
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

新华社的文章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从
制定和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开始， 全党上下纠
正“四风”取得重大成效，但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如：一些领导干部
调研走过场、搞形式主义，调研现场成了“秀
场”；一些单位“门好进、脸好看”，就是“事难
办”；一些地方注重打造领导“可视范围”内的
项目工程，“不怕群众不满意， 就怕领导不注
意”；有的地方层层重复开会，用会议落实会
议；部分地区写材料、制文件机械照抄，出台
制度决策“依葫芦画瓢”；一些干部办事拖沓
敷衍、懒政庸政怠政，把责任往上推；一些地

方不重实效重包装，把精力放在“材料美化”
上，搞“材料出政绩”；有的领导干部热衷于将
责任下移，“履责”变“推责”；有的干部知情不
报、听之任之，态度漠然；有的干部说一套做
一套、台上台下两个样。

12月9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指
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 一针见
血、切中时弊，内涵丰富、要求明确，充分表明
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
面从严治党、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
和坚定决心， 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
意义。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仲冬时节， 三湘大地开放发展热度逼
人———

从长沙发出的中欧班列不断开拓新路
线，发运班次和总体运营水平进入全国五强；

城陵矶港繁忙依旧， 今年以来集装箱吞
吐量同比增长超六成；

黄花国际机场货运包机正式开通， 每周
执行2个包机航班；

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
第十三届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 第八届湘商
大会、 第五届湘南投洽会……一场场重大经
贸交流活动密集举行。

立足“一带一部”战略定位，在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指引下， 湖南大力实施开放崛
起“五大行动”，开放型经济呈现跨越发展、加
快崛起的良好势头。今年前11月，全省进出口
总额增幅跃居全国第二位。

湖南正在由“内陆大省”加速向“开放强

省”迈进。

立足“一带一部”战略定位，
凝聚开放崛起的合力

“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
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对湖南
的发展提出了“一带一部”这一崭新的战略定
位。

清晰的坐标，引领前进的方向。按照“一
带一部”定位，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人民，主
动融入长江经济带，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从容迈向开放发展新境界。

2016年11月，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立了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
中指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是把“一
带一部”区域定位落到实处的必然要求，是湖南
未来发展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出路所在，要
让创新、开放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驱动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发展愿景加快实现。

今年7月，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明确了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行动方案，提出实施开
放崛起“五大行动”：“对接500强 提升产业
链”“对接新丝路 推动走出去”“对接自贸区
提升大平台”“对接湘商会 建设新家乡”“对
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境”。

今年以来，随着开放崛起“1+2+5+N”战
略推进体系出台，湖南开放崛起“四梁八柱”
已基本成型：

“1”是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若
干意见》，重点解决战略思想问题；

“2”是《开放崛起发展规划》《开放型经
济考核办法》，重点解决顶层设计和激励机制
问题；

“5”是以问题为导向，实施开放崛起五大
专项行动；

“N”是系列配套举措，包括招商引资、外
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商、国际化物流体系、对
接“一带一路”等方面的措施，以及各地、各部

门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政策。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迅速

行动，开放崛起合力正在汇聚———
2月9日，农历春节假期刚过，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就率队前往长三角
考察调研， 释放出在深度融合中推动新一轮
开放的明确信号。

今年以来，杜家毫多次在长沙、岳阳、郴
州等省内开放前沿调研， 对开放崛起战略实
施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示。

“纵观全国，凡是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
如上海、广东、浙江等，无一不是走在了改革
的前沿、创新的前沿、开放的前沿。”在调研
中，杜家毫多次提到，对湖南而言，要奋发赶
超，首要的是加强开放知识学习，倡导开放理
念，养成开阔胸襟，打造开放发展环境。

今年以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多次
主持召开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工作
会议，部署实施开放崛起战略。

荩荩（下转3版）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3日上午在南京举行

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仪式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城市发展切勿本末倒置

开放风劲 扬帆远航
———开放崛起的湖南实践

湖南日报12月11日讯 （冒蕞 刘笑雪）今
天下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 学习贯彻近期中央领导有关重要批示精
神， 研究部署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安全生
产、人口和计划生育、2018年重点民生实事项
目等工作。

会议听取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的
汇报。会议指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
国家人社部等12部门通知要求，增强“四个意

识”，提高政治站位，把治欠保支工作作为春
节前的重要民生工作抓紧抓实抓好。 要以工
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 餐饮服
务等行业为重点，尤其是政府投资项目，开展
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 全面摸清欠
薪欠债问题或隐患底数。 对排查掌握的欠薪
欠债问题拉条挂账，逐一交办督办，做到发现
一起、立即查处一起、限时解决一起。要落实
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 各行业管理部门

监管责任， 督促企业履行工资支付和清偿主
体责任。要提高治理水平，做好新闻宣传，健
全应急预案， 加快构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
长效机制。

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
汇报， 原则同意2017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
核结果， 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报批。 会议强
调，要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思想，以
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 拧紧安全思想
这个“总开关”。要坚持发展与安全并重，将
安全生产工作与其他各项工作同步部署、
统筹安排，严格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制度。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安全事故
责任追究，加强督促检查、严格考核奖惩。
要强化基层基础支撑，补齐基础设施短板，
严把招商引资、 新上项目和企业生产经营
安全“准入关”。 荩荩（下转2版②）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等民生工作

碧水蓝天
魅力星城

惠风和畅， 秋
色连波。 12月 11
日， 湘江长沙市橘
子洲段， 碧水蓝天
映衬下的湘江两岸
秀美如画。 长沙市
从2013年开始打造
以秀美幸福为特征
的“山水洲城”，
城市环境得到显著
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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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万检新 向富利 刘辉霞

随着鲜红的绸布缓缓滑落， 崭新的牌
匾露出一行漆黑发亮的大字———“洪江市
监察委员会”。12月11日上午，在洪江市黔
城镇开元大道兰园小区旁市纪委、 市监委
新办公楼前，洪江市委书记向守清、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曾勤为市监察委员会揭牌，标
志着我省首个监委正式挂牌运行， 也标志
着全省监察体制改革成功破局。

随后，在新办公楼五楼会议室，洪江市
监察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干部大会暨培训动
员会。在向守清的领誓下，市纪委、市监委全
体干部重温了入党誓词。向守清要求大家敢
于担当，砥砺前行，争创一流。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察委员会主任杨晓华作了动
员讲话，要求牢记使命，认真履职，为持续打
造全市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再出发。

“从成立市试点工作小组，到正式挂
牌运行，刚好20天。”向守清介绍，在省市
党委、纪委精心指导下，洪江市精准对标
中央，倒排工期，昼夜兼程，把时间精确
到每个节点，把任务细化到每个环节，把
责任落实到每个人， 牢牢把握转隶、组
建、挂牌等关键环节，确保改革试点工作
优质高效推进。

11月21日，怀化市召开市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工作推进会。次日，洪江市即成立了
改革试点工作小组并立即高效运转起来，
蹄疾步稳推进各项工作。

12月1日， 洪江市按要求完成了机构和
人员转隶工作。12月5日，市委常委会再次专

题研究，将市房产局办公大楼调配给市纪委、
市监委作为办公用房，并足额保障工作经费。

12月7日， 洪江市第五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上，洪江市委常委、市纪委书
记杨晓华满票当选为市监委主任。同日，根
据杨晓华提名， 该市人大常委会还任命了
3名监委副主任和5名监委委员，洪江市监
察委员会宣告正式组建。

“市监委与市纪委合署办公后，共设有
15个内设机构，共有干部职工84人。”洪江
市纪委组织部长胡建军介绍， 从市人民检
察院转隶的12人中，2人任监委委员，2人
任纪检监察室负责人， 余下8人均分配到
相关部门，为人员、机构和职能的深度融合
打下坚实基础。

“我很乐意过来，家人也非常支持。”刚
刚履新的市监委委员舒永乐表示， 该市牢
牢抓住转隶人员融合这个核心， 对涉改人
员全面摸底，扎实开展谈心谈话、档案审核
和转隶干部家访，强化“进一家门、成一家
人、说一家话、干一家事”的思想意识,增强
了干部认同感和归属感。

记者走进位于四楼的“第四纪检监察
室”，只见桌椅、电脑等办公用物一应俱全，
刚从市人民检察院转隶过来的刘才来正与
新同事商量如何做好线索处置、谈话函询等
事宜。和谐的气氛中，墙角的盆栽绿意盎然。

“我们在‘前台’部分增加了10条受理
线索的渠道。”在办公楼六楼的改革试点展
厅， 杨晓华指着一幅洪江市纪委监委运行
图说，挂牌即开局，市监察委员会的成立，
这只是改革试点工作迈出的第一步， 要形
成强大合力，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蹄疾步稳 成功破局
———目击我省首个监委洪江市监察委员会挂牌运行

■湖南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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