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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事件】
1984年5月15日， 全国人大六届二

次会议上的 《政府工作报告 》 宣布 ，
要逐步实行厂长 （经理） 负责制。 当
年5月18日，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认真搞好国营工业企业领导
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及附件
《国营工业企业法 （草案）》 发出， 要
求在企业整顿中验收合格、 领导班子
得力、 生产情况正常的国营大中型骨
干企业中进行厂长负责制改革试点工
作。

省委、 省政府于1984年起在湖南
制药厂、 湘潭钢铁厂等42家企业进行
领导体制改革试点。 根据省委的安排，
6月， 中共长沙市委、 市政府选定湖南
日用化工厂、 湖南制药厂、 正圆动力
配件厂、 长沙橡胶厂、 长沙变压器厂、
长沙美术印刷厂6家企业同时展开厂长
（经理） 负责制试点。

【亲历】
今年81岁、 退休20多年的原长沙

橡胶厂党委委员、 工会主席李海泉，
对这场改革至今记忆犹新。 7月3日，
在他刚刚乔迁的新房里， 老人回忆说，
省里对我们厂领导体制改革工作十分
重视， 派了省总工会一位副主席、 两
位部门负责人蹲点了解情况， 在他们
指导下， 全厂职工代表选出了厂总工
程师担任厂长， 原来的厂长不再担任
厂长。

李海泉老人说道， 他们在企业工
作，感到改革前的企业领导体制是“党
委发号召，厂长做报告，代表举举手，工
会跑龙套”，一些不大懂经济、技术和管
理的干部掌握着企业的决策权和指挥
权， 难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在责任制度上，常常是“大家都负责，大
家都不负责”。 长沙橡胶厂实行厂长负
责制以后，厂长作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
和法人代表，对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负
全责，厂长全面领导企业的生产经营管
理工作，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有权
决定企业的生产经营计划、 机构设置、
人事任免，以及作出各项经营管理中的
决策。

他举例说， 长沙橡胶厂实行厂长
负责制， 调动出职工民主管理积极性，
一年开几次职代会， 对生产、 管理、 福

利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车间计分奖
励、 单身职工宿舍装电风扇、 成立职工
文化娱乐队等建议得到厂长采纳， 全厂
上下心更齐气更顺， 劳动效率更高。 有
一年， 生产形势滑坡， 厂长召开全厂止
亏增盈誓师动员大会， 要求全员刻苦耐
劳加油干， 大家拧成一股绳攻坚克难，
到年底核算， 不但没有亏损反而盈利1
万多元， 这一年企业也被长沙市评为生
产经营先进企业。

说起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好处， 李
海泉掰着手指说， 在领导体制上明确
规定了厂长、 党委和工会的权限及关
系； 厂长有职有权， 对属于职责范围
内的问题敢于拍板了， 办事效率显著
提高了； 对车间下放权力， 做到简政
放权， 实行权、 责、 利的统一； 在工
资奖金制度上实行工资、 奖金、 福利
费捆绑使用， 联利联产联责进行全浮
动； 在人事劳动制度方面打破“铁饭
碗”“铁交椅”，实行干部能工能干，能上
能下， 工人能进能出， 选贤任能等。

老人还说：“工会发挥的作用也更
大了。” 因为他在厂里长期干工会工
作， 后来担任了省里民主管理理事会
的理事， 经常到省里开会， 把上级的
精神及时在企业贯彻落实， 职工文娱
活动因此开展得如火如荼。 老工友们
现在有时碰到一起， 回忆起当年的工
作场景， 还觉得蛮痛快的。

1985年1月， 省政府召开第二次
全省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
就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进行全面部署：
全省2000家预算内国营工业企业， 力
争在当年上半年普遍实行厂长负责制；
坚持群众路线， 按干部“四化” 方针
选配好厂长； 企业党委不干预生产经
营； 企业必须建立健全职工代表大会
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 会议强调，
企业领导体制改革要同企业内部改革
紧密配合， 同步进行， 使之成龙配
套。

次年4月19日， 省政府作出 《关于
增强大中型国营工业企业活力若干问
题的决定》， 规定在大中型企业实行厂
长 （经理） 负责制和任期目标管理，
划小企业内部核算单位， 实行分级分
权管理。 企业有权决定自己的技术发
展方向， 鼓励企业一业为主， 多种经
营。 到1986年， 全省实行厂长负责制
的全民工业企业达2090个， 占全民所
有制工业企业总数的64.7％。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自6
月25日长沙市宣布升级楼市调控政策以来，
各楼盘拿证和开盘节奏开始加快。 长沙市住建
委今天公布数据称： 上周工作日 （6月25日至
29日） 期间， 长沙市限购区域内共批准预售项
目25个， 预售面积47.07万平方米， 共有4296
套商品住宅。

根据通报，限购区域内共有13个新建商品住
房项目开盘，其中摇号销售楼盘10个，分别是中

海熙湾、珠江悦界商业中心、佳兆业云顶小区、保
利西海岸小区二期、中航城、金瑞尚林苑、远洋万
和苑、正荣梅溪山湖苑、城际新苑、卓越浅水湾；不
摇号楼盘3个，分别是善化名邸（国际）、和樾景苑、
雅居乐花园。 长沙市住建委称，摇号楼盘基本为
政策过渡期开盘项目，不摇号楼盘为政策实施后
开盘项目。 而据市场反应，上周楼盘来访指数环
比下跌31%。

6月25日， 长沙市出台文件宣布升级楼市

调控政策， 提出全面建立在建楼盘清单， 按项
目节点加快商品住房入市。 在建楼盘已达到预
售条件的， 必须在30日内办理预售许可； 已
办理价格监制的， 必须在20日内办理预售许
可； 已办理预售许可的， 必须在10日内一次
性对外公开销售。“捂盘惜售”的房地产开发企
业， 一律纳入“黑名单” 管理。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沈资江）今天，记者从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开福区管理部获悉，截至6月30日，该区住房公
积金累计归集总额突破100亿元大关， 达到
100.03亿元，成为全省首个归集总额过100亿元
的区县管理部， 甚至超过省内个别城市住房公
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总额。

近年来，长沙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开福区管

理部抓住归集这个龙头，多措并举，深入开展住房
公积金服务进园区、进企业、进社区活动，集中宣
传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 对于规模企业、 纳税大
户，作为重点对象上门宣传，调动职工依法维权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实行单位缴存与个人自愿
缴存相结合的缴存模式， 大力推出各项便民利民
的服务举措， 支持对单位坚持应建尽建、 应缴尽
缴，对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实

行自愿缴存，满足多样化的住房公积金缴存需求。
对应建未建住房公积金单位则上门催建，

强化投诉举报案件查处力度，按照“有投诉必处
理”的原则，通过约谈企业负责人、上门执法调
查、立案查处等方式，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截至今年6月底，该区累计住房公积金开户缴存
单位3161家，开户缴存职工244452人，累计提取住房
公积金46.8亿元，发放个人住房贷款总额53.9亿元。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1984年：
国营企业全面实行厂长负责制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 当前正值我省客货运
输最繁忙期和交通项目建设黄金期，
也是各类交通安全事故的高发期。 今
天在长沙召开的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
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透露， 全省交通
运输行业安全生产形势不容乐观， 汛
期暑期安全风险增大， 各地交通运输
主管部门要立即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
查， 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患。

根据交通运输部、 省委、 省政府
近期部署， 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各地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 当前重点全力抓好
“两客一危” 车辆专项整治、 异地经营
危货运输车辆管理、 汽车客运站安全
监管和疲劳驾驶行为监管等道路运输
安全生产工作，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其中， 长期异地驻点经营的危货

运输车辆， 必须到经营地道路运输管
理机构备案并纳入日常管理。 既不在
经营地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又不
回车籍地参加安全日常培训和继续教
育及运营管理活动的车辆， 必须责成
企业整改， 直至收回车辆 《道路运输
证》。

会议要求，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当前要在全省范围内立即开展安全
生产执法检查， 深入排查治理安全隐
患。 各级交通运输部门主要领导要带
头抓好安全生产， 提前防范高温、 洪
涝、 泥石流等恶劣天气和自然灾害，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 全力保障
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大局稳定。

全省交通运输安全生产工作紧急视频会议要求
各地交通部门立即开展
安全生产执法检查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陈沐）近期，中宣部、中央网信
办、公安部、民政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
门联合开展行动，对违法违规开展活动
的文化类“山寨社团”进行专项清理整
顿。

一段时期以来，一些在境内未注册
登记或被撤销登记的组织、在境外成立
但在境内未经登记备案的组织和以文
化类社会组织名义出现的企业，违法违
规开展活动，大肆行骗敛财，严重损害
了公众文化权益， 败坏了社会风气，群
众反映强烈。为使专项清理整顿行动取
得实效，现将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法
和文化类“山寨社团”举报方式向社会
公开，欢迎及时举报。

文化类社会组织查证办法：查证涉
及境内文化类社会组织是否合法登记
注册，可登录民政部的中国社会组织公
共 服 务 平 台（http://www.chinanpo.

gov.cn/index.html）“全国社会组织信
息查询”栏目，或关注“中国社会组织动
态”微信公众号，点击“我要查询”栏目
进行查询；查证涉及境外文化类社会组
织的，可登录公安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
办 事 服 务 平 台（http://ngo.mps.gov.
cn/ngo/portal/index.do）“信息公开 ”
栏目，查询其是否依法登记设立代表机
构或备案开展临时活动。

文化类“山寨社团”举报方式：涉及
境内的可向民政部门举报，举报方式：登录
中国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
chinanpo.gov.cn/index.html）“投诉举
报”栏目，或发送传真至010-58124144；
涉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可向公安部
门举报，举报方式为登录境外非政府组织
办 事 服 务 平 台（http://ngo.mps.gov.
cn/ngo/portal/indexdo），查询各省级公
安机关境外非政府组织服务大厅地址及
电话进行举报。

遇到文化类“山寨社团”
请及时举报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刘泉子

湖南属地质灾害多发、易发省份，每年发
生的地质灾害数量排全国前三位。

地质灾害的综合防治，对湖南来说，向来
都是一场“硬仗”。

近年， 我省通过推进地质灾害调查评价、
监测预警、工程治理、搬迁避让等，在守护生
命、防范风险等方面成效显著，多次在全国作
经验交流和典型发言。

为何我省地质灾害频发
我省地质灾害多发、易发，近年地质灾

害发灾数量年均在3000起以上，防灾形势严
峻 。 全省已查明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多达
20529处。

是什么原因造成我省地质灾害多发易发？
地质环境复杂。我省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

丘陵、南岭山地向洞庭平原的过渡地带，地势
变化大、地质构造复杂、地表风化强烈、地貌类
型多样，地质灾害高度、中度易发区的面积，占
全省总面积的77.6%。

极端天气频发。我省降雨丰沛，汛期长，雨
量大、范围广，降雨集中但时空分布不均，区域
性极端天气年均15次左右。

人口密度大，工程活动频繁。 我省人口密
度为320人/平方公里，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3
倍；而且，目前正处于大建设、大发展时期，交
通、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强度大，工程活
动引发的地质灾害占70%以上。

基层群众的防灾自救意识淡薄。我省农村
地区依山、邻水、靠路建房的现象非常普遍，这
让地质灾害更“有机可乘”。 数据显示，近年我
省切坡建房造成的地质灾害死亡人数，占因地

质灾害死亡总人数的70%以上。

5大工程守护生命、防范风险
2017年，我省湘江、资水、沅水流域遭遇历

史罕见的暴雨洪灾， 全省成功预报地质灾害
592起，紧急转移22018人，有效避免了大量可
能造成的人员伤亡。

在2018年全国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视
频会上，湖南被推荐作经验介绍。 今年5月，自
然资源部检查组对我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
系建设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省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系主要包括5大
工程。

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此项工程主要明确区
域内是否存在地质灾害隐患、 有多大隐患，旨
在增强地质灾害防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目
前，还需完成全省山地丘陵区中小学校、人口
聚居区，岩溶地面塌陷和地面变形的地质灾害
补充调查。

监测预警。我省着力健全完善地质灾害群
测群防网络，做到“县市领导包乡，乡镇领导包
村，村级干部包组，监测人员包点”，确保预警
信息“最后一公里”畅通。

工程治理。我省要求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
建设项目， 必须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相
关配套工程要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
工、同时验收；且对工程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
谁引发、谁治理。

搬迁避让。我省通过建立和完善搬迁避让
管理制度， 让受地质灾害威胁的群众搬得出、
住得稳；同时结合精准扶贫，重点支持受地质
灾害威胁的贫困地区群众搬迁。

能力建设。 通过构建全省应急联动机制、
会商协调指挥系统，加快配备应急车辆、卫星

电话、无人机等装备，我省地质灾害防治能力
进一步提升。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 副厅长尹学朗
称，党的十九大以后， 我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在全国实现了3个“率先”： 率先将地质灾害
防治纳入各级党委政府、 党政领导干部综合
考核评价， 实行一票否决制； 率先将地质灾
害防治列入省人大2018年立法计划， 现已完
成 《湖南省地质环境保护条例》 修订稿初审；
率先制定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 并向全省发布实
施。

着重防御5大薄弱环节
我省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还明显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需着力防御。
矿山历史遗留问题众多。 根据调查监测，

我省采空地面塌陷、岩溶地面塌陷，以及采矿
引发地质灾害的隐患，日益增大。

切坡建房和修路引发地质灾害问题突出。
依山切坡建房，形成屋后高陡边坡，极易引发
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防治投入不足。 初步估算，消除
目前地灾隐患点威胁需要大量资金，但各级财
政对此投入偏低。多数市县仍然未将地质灾害
防治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技术支撑能力较薄弱。大部分市县专门从
事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人员不足3人， 力量严
重不足。

基层群众防灾意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在以
往地质灾害应急处置中，群众不听劝阻造成伤
亡的情况，时有发生。 社会公众识灾、防灾、避
灾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加强，需进一步开展相
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工作。

坚决打赢地质灾害防治硬仗

开福区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过100亿元
成为全省首个归集总额过100亿元的区县

楼市调控新政初见成效
长沙商品房入市速度加快

上周批准预售项目25个， 共有商品住宅4296套

� � � � 7月3日， 提质改造后的湘江西岸商业旅游景观带裕湘纱厂段， 呈现出秀美的滨水岸线。 该项目北起长沙
市银盆岭大桥， 南至裕湘纱厂南100米， 全长约800米， 包含园建、 绿化、 排水、 亮化、 亲水平台等工程， 目
前已完工并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秀美湘江西岸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刘泉子）当前我省正值主汛期，也是地质灾害
防治的攻坚克难期。省政府今天召开领导小组
会议， 研究部署全省地质灾害防治重点工作，
要求责任部门加密隐患调查、 加强预警监测、
做好临灾应急避险预案等，进一步增强责任意
识，做到“宁可防空，不可空防”，坚决打赢汛期
地质灾害防治这场硬仗。

受湖南特殊的地形地貌和传统建房选址
思想影响，我省农村依山切坡建房现象十分普
遍，极易引发地质灾害；修路，尤其是山区乡村
公路、林道大多没有护坡，也是当前地质灾害
易发多发的主要诱因。

7至9月是我省集中的暴雨期，这3个月，防
灾形势异常严峻。

省里明确了实施地质灾害区域管控战略、

完善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体系、实施地质灾害避
险搬迁治理工程、 强化地质灾害防治制度保
障、创新地质灾害防治体制机制五大方面共24
项任务的责任主体。 省政府强调，地质灾害防
治是一项生命工程， 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对标对表、 压实责任，
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扎实做好地质
灾害防治工作。

“宁可防空，不可空防”
省政府部署坚决打赢汛期地质灾害防治硬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