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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峡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一个
重大判断，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
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 这是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经济工作的根本遵循。

高质量发展， 能够很好对接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需要。这样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
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开放成为必由之路、 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
展。对广大老百姓来说，最直接的指标不仅仅
是增长速度快，更要发展质量高，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跑赢经济增长； 最直观的感受是产品
和服务不仅要“有”，而且要“好”；最实在的体

验是生活更舒心，工作更称心，办事更顺心，
全社会更有爱心。

推动高质量发展， 基本路径是推动经济
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
要素生产率。质量变革，既要提高产品和服务
质量，又要全面提高国民经济各领域、各层面
的素质。效率变革，就是要找出并填平在以往
高速增长阶段被掩盖或忽视的各种低效率洼
地， 为高质量发展打下富有效率与竞争力的
稳固基础。动力变革，就是要在劳动力数量和
成本优势逐步减弱后，适应高质量、高效率现
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需要， 加快劳动力数量
红利到质量红利的转换。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

的根本要求。对湖南来说，我们要贯彻落实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坚决打赢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场“攻坚战”；要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科技、产品、文化、管
理创新；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要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民生领域进一
步提升群众获得感， 特别是加快建立多主体供
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确保房
价持续稳定；要着力实施五大开放行动，加快培
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2018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
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一年。只要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经济思想为引领，万众一心，落实部署，就一定
能够在2018年创造更加辉煌的发展业绩。

桂东县委书记 谭建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是建设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们必须以
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引方向、推
动工作，坚决贯彻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要求，强化创新的思维、创新的举措、创新
的机制，奋力开启新时代桂东发展新征程。

创新思维 ，从 “坐井观天 ”到 “举目千
里”。解放思想是创新发展的前提。转变观
点，就要坚决破除观念束缚，从坐井观天、
安逸保守的思想中解放出来， 促进全县党
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观念得到根本转
变。 更新理念， 以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思
想、新理念为指引，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引领桂东实现
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的发展， 让创新开放成为全县上下的共同
选择、共同行动。

创新举措 ，从 “顽石拦路 ”到 “点石成
金”。在桂东谈创新，关键在于探索产业发
展、乡村建设、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以创新
撬动和攻破阻碍发展的顽石。 要立足桂东
“量小质优”的产业发展实际，在全面退出
污染化工企业的基础上，做强生态农业、做
优生态工业、做精全域旅游，创响绿色、创
新特色、创优成色，全力打造好高质高效的
生态产业。别具一格建设美丽乡村，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 巩固在全国率先实现城

乡环卫一体化服务的工作成效， 实施农村
“亮化、美化、序化”工程，强化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便民服务、文体服务、医疗服务、党
建服务、广播村村响、电视户户通、通讯全
覆盖”七大基本功能和“农产品销售、旅游
接待”两项辅助功能，让乡村更美丽、更有
乡情、更有韵味。别开生面优化社会治理，
继续实施“五网合一”的社会治理模式，强
化网格化管理服务实体化运作， 逐步实现
网格管理规范化、数字化、信息化，真正将
情况掌握自村户、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
解于萌芽， 促进全县人民的获得感、 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创新机制 ，从 “水波不兴 ”到 “激流奔
涌”。改革释放创新活力，改革体制机制是
创新 “加速键 ”。“减 ”出效益 ，减少行政干
预，强化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
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基本职责；突出
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除过剩产能，淘
汰落后产能，释放刚性需求。“转”出动力，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转变管
理体制，形成开放有序、宽松便利、法治透
明、公平竞争、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系；
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出活力，深化体
制机制创新，建立起“五位一体”协调发展
的体制机制，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开办新企业、 开发新产
品、开拓新市场、开创新业态，加快建设一
个更有创新活力、更有发展张力、更有时代
魅力的新桂东。

向创新要活力新声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来临了

罗建华

民生一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重
点内容。这一次也不例外。此次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上，诸如扶贫、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
一系列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工程和工
作任务被提上日程。这些工程和任务，将推动
民生保障与改善实现重点突破。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
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
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当前一些地方仍存在
深度贫困，深度贫困表现为“两高、一低、一差、

三重”，就是贫困人口占比高、贫困发生率高，
人均可支配收入低，基层设施和住房差，低保
五保贫困人口、因病致贫返贫人口、贫困老人
脱贫任务重。聚焦深度贫困，必须因地施策、因
人施策，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一些地方的脱
贫内生动力不足，等靠要思想严重，坐等上门
帮扶。对于这种情况，要引导工商企业进军农
业，走市场化的整村开发扶贫道路；引导农民
工返乡创业，通过创业带动就业，使贫困的村
庄再现生机。显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针对性举措将助推精准脱贫攻坚战落地见效。

随着二孩政策的施行， 婴幼儿照护和儿

童早期教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 前段时间，
关于托育服务质量不高、托育机构不足的问题
成为社会热点。对此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
提出解决好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
问题。对百姓身边事的重视 ，体现着浓浓的民
生情怀。

这次会议还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放在了突
出重要的位置，强调要发展长期租赁，并支持专
业化、机构化住房租赁企业发展。这是在努力化
解租期短、租赁关系不稳定等阻碍人们选择租赁
住房的痛点，加快补齐租赁市场发展水平低这一
短板，为百姓“居者有其屋”扫清障碍。

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 民生是 “指南
针”。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惠，将实实
在在利好咱们未来的生活。

民生实惠就要“看得见摸得着”

近日，杭州出台《关于加快筹集建设临时租赁住
房的工作意见》和《关于加强临时租赁住房建设和管
理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提出，计划到2020年累计
筹集推出4万套临时租赁住房，解决城市中从事服务
行业的外来务工人员面临的居住难题。 此举意味着
杭州成为全国首个提出为外来务工人员专门建设租
赁用房的城市。

眼下，一些二线、三线城市上演的“抢人大战”蛮拼
的。然而在为高端人才“筑巢引凤”的同时，理当也为服
务业务工人员提供基本的福惠，予以更多人文关怀。这
既是巩固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也是政府为
百姓办实事的基本担当。 文/刘效仁 图/陶小莫

为务工人员建租赁房
杭州留住人才蛮拼的

新闻漫画

毛建国

12月18日， 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
量评定委员会组织专家组复核， 决定即日
起恢复橘子洲景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现在的橘子洲景区，焕然一新的标
示标牌明显增多， 亲水河道边新建了塑胶
跑道，游步道拓宽，机动车道、人行道严格
划分，与过去相比，景区在安全、环境卫生、
配套设施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去年8月，因景区存在安全隐患、环境
卫生差、旅游服务功能退化等原因，长沙橘
子洲被国家旅游局撤销5A级景区资质。这
一消息引起了极大关注， 当时有报道称市
民“都炸锅了”。之所以有这样的民意反映，
正是因为橘子洲景区在人们心中有着特殊
位置，人们对这片土地有着特殊感情。也是

因为理解了这份情感，有关方面心同此心、
痛定思痛，扎实整改，这才迎来了橘子洲景
区的新变化。

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时隔一
年多后，橘子洲景区重回国家5A级 。能够
重新归队，其中付出自是不易。如果没有严
格的整改，没有一番过硬的努力，就很难得
到评定专家的认可。此时此际，所有关心和
喜爱橘子洲的人都会为之高兴。

但是，也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痛”。与过
去相比，现在橘子洲景区有了新的变化、新
的提升。但已经采取的措施、形成的机制能
不能扎根落地， 已经取得的成效能不能巩
固发展，是摆在有关方面的新课题。而这必
然要在抓常、抓细、抓长上下功夫，不断提
升景区的品质和形象，不断增强市民、游客
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橘子洲重新出发起点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