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劈开荆棘上坦途
———来自株洲·中国动力谷的系列报道之六

70年来， 株洲伴随着共和国的步伐，奋
力前行， 成就斐然。 尤其是改革开放 40 年
来，株洲始终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在历
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发展，实现了跨越发展。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
移，改革也在不断地经受考验。 尤其是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 随着各项改革进入
“深水区”，各种矛盾问题凸显，改革更需要
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进。

如何继续涉水而行？ 株洲市委认为，必
须找准改革方向，具体来说就是“坚持问题
导向，哪里问题突出，改革就推进到哪里；哪
里出现新问题，改革就跟进到哪里”。

2014年 3月，株洲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正式成立。 其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
是加强顶层设计，由市委书记任组长，下设 9
个改革专项小组，均由市委常委担任组长。

市委深改组成立后，立即出台《中共株
洲市委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实施意见》，铺
排 9 大领域 461 项改革任务，明确改革任务
书、路线图、责任人、时间表。 每一年，市委深
改组都要出台改革工作要点，并召开专题会
议审议改革文件，研究改革措施。

几年来，问题导向、市场导向、民生导向
构成了株洲市改革的三大“要件”。

为此， 株洲市委深改组紧盯国企改革、
财税金融、科技创新、土地制度、 环境保护、
医药卫生等重点领域，搭建起株洲改革的主
体框架；牢牢扭住经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
子”，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改革的
重点放在积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
环境上；坚持民生导向，促进公平正义，始终
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作为检验改革成效
的“试金石”。

据统计，40 年来， 株洲市共承担了 100
多个国家、省级试点任务，其中包括国家两
型社会建设、全国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国家
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 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国家首
批产城融合示范区、全国第二批生态文明城
市建设试点市、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
区、全国首个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聚发展试
点等。

试点是信任，是责任，更是使命。 而这种
责任和使命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深化改革
的坚强执行力上。

为此，株洲市委提高站位，在制度建设、
体制创新上不断加大力度。 经过多方论证，
协调各方，市委定规矩、严制度、强监督，形
成了“1+4+67”的制度体系。“1”就是出台了

《市委工作规则》，“4”就是确定了组织制度、
领导制度、 自身建设制度、 监督保障制度 4
大制度板块，“67” 就是配套出台了 67 项具
体制度规则，基本奠定了用制度管权、按制
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工作格局。

在改革中不断探索， 在改革中完善制
度。 通过出台《中共株洲市委重大事项决策
咨询论证制度》，一个科学合理、公开透明、
统筹兼顾、高效务实的决策制度体系在株洲
初步成型。 根据这一制度，该市先后委托专
家开展了《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加快株洲
创新发展研究》《关于株洲市举办轨道交通
国际论坛的研究报告》 等 20 余个重大课题
研究，为市委科学决策提供了智力支撑。

强烈的责任感，明确的“方向感”，不断
完善的制度体系，使株洲市在深化改革中底
气十足，干劲倍增。 在出色完成上级部署“规
定动作”的同时，市里还主动加压，自我确定
了 15 个市级改革试点， 从而形成了全面发
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梯次开花的良好局
面。

【深化改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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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老百姓来说，购置房产，是一件高兴
的事，也是一件“烦心”的事。 因为收房后要
想取得产权证的话，必须办理多项手续，跑
多个窗口，周期长的要一两年。 但是在株洲
市购房者已经享受“交房即交证” 的便利
了。

去年 8 月， 株洲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向
全市房地产开发企业送达《不动产登
记“交房即交证”服务告知函》，正式

推出“交房即交证”创新服务
新举措， 在开发企业向购房

者交房时，不动产登

记中心可将产权证一并交给购房者。
借助“智慧株洲”大数据平台，株洲市已

经实现不动产登记与房产、税务、法院、金
融、财政、公积金等部门信息互通共享，实
现“一次取号、一套资料、一窗受理、一次办
结”，不动产登记办证“最多 3 个工作日”，
个人存量房转移及抵押办证甚至可以做到
“最多 1小时”。

改革，就是增加群众的幸福感，就是提
高老百姓的满意度。

2017年 9月 29日，经省人大常委会批
准，《株洲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于 2018 年
3月 1日正式施行。 这是在全省非省会城市
中第一个出台的城管综合立法，在全国新获
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中开了先河。

2017 年 12 月，经省政府批准，株洲市
出台了全省第一个城管体制改革方案。 根
据这一方案，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统一
指挥、调配城市管理资源，统一协调、组织、
开展城市管理工作。 在执行体系上，将城市
管理工作划分为城市规划、市容环卫、基础
设施、园林绿化、交通秩序、农贸市场等 15
项工作，每项工作明确一个牵头部门，做到
管理无盲区、无缝隙。

“日考评、周反馈、月评比、季讲评、年总
结”。 目前，株洲市城市管理考评已形成体
系，构成特色。 市里专门设立城市管理奖励
基金，每月根据考评结果重奖重罚，第一名
奖 100 万，最后一名罚 30 万，考评结果与
责任人一律在媒体公布。

2009 年， 株洲市成为全国首批 17 个
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 在这个不算
短的时间里，株洲市以坚强的韧性，咬定青
山不放松， 在公立医院总体布局、 体制机
制、服务体系上稳步一起发力，使全市整体
医疗水平产生质的飞跃。 与改革之初相比，
患者综合满意率从 86.38%增加到 93.52%。

2017 年与 2018 年， 株洲市公立医院
改革成效明显，连续受到国务院办公厅通
报表彰。 这样连续受到表彰的城市，全国
仅有 4 个，株洲市是全省唯一获此殊荣的
城市。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是检验改革成效
的“试金石”。近几年来，株洲市共推进了 38
项文化领域重点改革、27 项司法领域重点
改革、61项社会领域重点改革，实实在在提
升了民生福祉。 有力推进 38项文化领域重
点改革、27 项司法领域重点改革、61 项社
会领域重点改革。

关注民生，为改革赋予暖人的温度，使
株洲的深化改革广受好评。 近年来，该市除
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受到国务院表彰，食
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也荣获 2016 年“全国
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先进集体”，中小学校素
质教育督导评估成功经验受到教育部推
荐。 (周怀立)

2017 年 5 月，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表
彰首届创新奖的决定》， 在管理创新奖一类
中，株洲市独占两元：株洲市建设领域投资审
批管理创新、株洲市荷塘区“一门式”服务平
台创新同时出现在获奖名单中。

两项改革举措同时获奖， 是株洲市顶住
重重压力、持续强力推进的结果。

建设投资领域审批改革被称为涉及部门
最广、审批环节最多、推进阻力最大、企业反
映最强烈的改革，是一个实打实的“改革重点
部门”。

“改革不是悠闲的散步，改革必然是要走
上坡路、 涉险滩， 深层次破解体制机制的束
缚。 这项改革推不动，企业受不了、发展等不
起，只要不影响项目建设质量安全、不影响群
众利益，就要一抓到底。 ”为显示改革的决心，
毛腾飞甚至斩钉截铁地说：“即使改错了，还
可以再改回来。 ”

这项改革涉及不少法律和制度的“边
界”，非常敏感，但领导者的决心没有因此动
摇。 在反复论证之后，株洲市决定对影响审批
效率的所有环节进行全面梳理、流程再造，特
别是从 2018 年开始，株洲始终将“最多跑一
次”改革作为打造服务型政府的“牛鼻子”工
程，按照“办好群众眼中一件事”要求，全区域
推进、全时段提速、全流程再造、全方位互通，
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进而撬动商
事制度、 市场监管等改革取得全新进展。 目
前，总面积 2.26 万平方米的市民中心建成投

用， 已进驻 44 家单位、771 项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

改革结果很快显现： 企业投资项目审批
最多 50 个工作日、 政府投资项目审批最多
70 个工作日，实现了九成以上事项“最多跑
一次”。

同样是政务服务， 荷塘区在 2017年创新
的“一门式”服务平台创新同样可圈可点。 所谓
“一门式”服务，就是通过“互联网 +政务服务”，
在区、街道、社区三级建立了 40个政务（便民）
服务中心，将行政审批事项集中到前台受理，交
给后台无差别、电子化系统“一门”处理。 目前，
该区已将 235个事项纳入“一门式”综合窗口，
超过 70%的事项实现当场办结， 群众不用再为
跑一个手续四处找关系、找门路了。

作为担负市场监管重任的市场监督管理
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的思维，在“放管服”改
革的重点方向上不断突破， 将前置许可事项
由 226 项降至 32 项，实现 132 个事项“只进
一扇门”，企业设立登记时间压缩至 2 个工作
日， 所辖醴陵市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甚至将这
一时间压缩至 0.5个工作日。

深化改革，难点无处不在。 在每一个关
键时刻，株洲市委、市政府领导总是带头攻
坚。 从 2018 年开始，市委书记毛腾飞就领衔
推动构建创新引领体制机制加快建成“株
洲·中国动力谷”、构建开放崛起体制机制加
快建成“一带一部”开放发展先行区、构建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加快建成老工业

城市转型发展示范区等 6 项重大改革；市委
副书记、市长阳卫国亦领衔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完善振兴实体经济体制机制等 5 项
重大改革。

为切实依托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近年来，
株洲市共大力推进了 100 项经济领域重点改
革、14项行政领域重点改革。

在难度最大的环境污染治理上面，株洲
市在全国率先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 在全
省率先建立环保督查制度、 全面推行河长
制， 并大胆采取市场化的办法筹措建设资
金，BT、BOT、PPP 等筹资模式竞相登台。
自 2015 年开始，该市每年都向社会公开发
布项目库，共实施 PPP 项目 82 个，总投资
额 1238.2 亿元，有 40 多个项目实行了环境
污染第三方治理。 在改革的推动下，株洲市
两型社会建设成效显著。 6 年来，全市累计
实施项目 1425 个，取缔污水直排口 39 个，
关闭湘江两岸畜禽养殖企业 800 多家，关
停企业（生产线）217 家（条）建成垃圾焚烧
发电厂，污水处理实现县城全覆盖，建立了
覆盖全市的四级河长制。 特别是清水塘老
工业区通过整体搬迁改造， 以壮士断腕的
意志、汗水泪水的交织，打赢清水塘老工业
区搬迁改造攻坚战，通过构建“1+10”政策
体系，实施因企施策、挂图作战、政策支撑、
包干负责等措施， 创新企业关停与土地收
储、搬迁转型、人员安置、污染治理、新城建
设“五个同步”，加速旧动能转化，搬迁、关
停了包括中国 500 强之一的株洲冶炼厂在
内的 261 家企业， 实现清水塘老工业区的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今年 3 月 21 日，中共株洲市委深改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审议有
关工作规则和年度要点， 集中部署了株洲市今年要推进的九大领域
94 项具体改革任务， 并明确了 2019 年度园区体制改革、 机构改革、
“最多跑一次”改革、国有企业转型发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生
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等“十大重点改革”。 这标志着株洲市委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正式调整为株洲市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在今年 5 月株洲市委深改委又及时出台了 《关于分类推进重大
改革落地见效的意见》，要求按照加强组织领导、把握正确方向、坚持
分类推进、突出系统集成、确保落地见效五大总体要求，层层落实改
革主体责任，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

“这些年的实践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抓改革就是抓发展。 不妨
说，改革就是抓发展最高明、最省力、最有效的方法。 ”谈及对深化改
革重要性的认识，株洲市委书记、市委深改委主任毛腾飞体会深刻。

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发展内生动力，在改革上敢于攻坚、善于创
新，勇于突破，成为株洲市委、市政府工作推进改革的主基调。 正是凭
着这样一种定力和毅力，几年来，株洲在一系列关键改革中交出了高
质量的答卷，始终保持在全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方阵。

责任在肩，全面发力

攻坚克难，推动发展

关注民生，温暖民心

建设投资项目报建专区向企业发放市
民中心启用后第一本证照《施工许可证》。

株洲市“交房即可交证”首发仪式。

商事“只办一件事”办事
指南。 李勇谕 摄

全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培训会议。

株洲市民中心公安服务办理区。 李勇谕 摄

� 株洲全面推行“最多跑一次”改革，超过
95%政务服务事项市民中心一次即可办结。

李健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株洲市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