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通讯员 黄星
记者 李永亮）攸县莲塘坳镇凉江社区旁的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近日被彻底清除， 施工
人员在腾出的空地上播撒草籽进行复绿。
此前，这里垃圾散乱，恶臭扑鼻，居民意见
很大。

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清除是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工作的一大难题。据统计，攸县共
有非正规垃圾堆放点29个，这些堆放点的

垃圾直接露天堆放， 残留、 滋生大量的细
菌、病毒，对环境污染危害极大。

攸县创新举措，在全县各乡镇（街道）
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
垃圾处理新模式， 通过开挖转运、 自然复
绿、以奖代补等措施进行清理，目前已完成
22个非正规垃圾堆放点的整治， 清除垃圾
近12万立方米， 剩下的体量更大的7个堆
放点将于明年整治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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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日前，东安县芦洪市镇兴发保温材料有
限公司大门口， 运送阻燃岩棉板的车辆排成长
龙，该公司今年初由芦洪市镇政府引进，不到半
年建成投产，还获得一项发明专利。去年6月以
来，该镇引进9个工业项目，引进资金23亿元，新

增就业近千人。
近年，芦洪市镇立足毗邻永州市、邵阳市

中心城区的地理优势， 围绕发展新型环保材
料、有机肥料、焊材等产业大力“筑巢引凤”。
该镇工业园规划面积5平方公里，已开发2.2平
方公里，建成标准化厂房1.5万平方米。通过开

展“引老乡返故乡建家乡”活动，引导经济能
人招商引资等方式，该镇大力招商引资。到目
前，湖南中科农业有限公司、瑞祥材料有限公
司、 湘江焊材有限公司等12家规模工业企业
落户工业园。 今年， 该镇工业园已实现税收
8000多万元。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 （通讯员 黄树兰
宋海养 记者 颜石敦） 汝城县11个重点产业
项目近日集中开工，总投资45亿元，吹响该县
“产业为王”3年大会战冲锋号。

今年，汝城县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为
抓手，优化营商环境，通过职能授权、职能归

并、人员保障、工作衔接、纪律考核“五个到
位”， 高效推进行政审批服务改革。1241项行政
审批事项全部进驻县政务服务中心，累计减少前
置资料287份、精简审批环节232个，承诺事项审
批平均提速70%。政府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施工许
可在40个工作日内办结，社会投资项目在36个工

作日内办结，企业开办1个工作日办结。
汝城县行政审批提速， 有力助推了产业

项目落地。 总投资100亿元的湖南广东电子智
能科技产业园，1000亩土地报批、693.18亩林
地征占用许可证审批，1个月之内全面完成。该
项目今年6月开工，目前已签约入驻企业18家。

汝城行政审批提速
助推项目落地

小镇聚集起大产业
东安县芦洪市镇引进9个工业项目，引进资金23亿元

湖南日报11月5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石屏 王涛炜 ）不花钱也可以请到知名大律
师？ 近日， 长沙市开福区司法局举行法律
援助大律师“聘任仪式 ”暨 2019年法律援
助律师业务培训 , 率先在全省推行法律援
助“大律师办案制度”，邀请省内知名大律

师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维护困难群众合法
权益。

法律援助是一项民心工程、民生工程，开
福区历来高度重视。 今年7月启动招募令以
来，短短5天有64家律师事务所、284名律师现
场报名， 其中包括了湖南银联律师事务所主

任李凤祥、湖南君见律师事务所主任高向荣、
湖南金凯华律师事务所刘德文等全省甚至全
国知名律师。

“让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打得起官司，打得
赢官司，感受到法治社会公平正义的阳光。”开福
区司法局负责人说， 为确保法律援助办案质量，
让每一个困难群众的合法权益尽可能得到保障，
首批选出了90名法律援助律师，其中10位聘为区
法援“大律师”。

攸县清理非正规垃圾堆放点
11月5日，临武县水东

镇小城村，村民袁子钦（右）
向蜂农传授虫害控制经验。
他于2016年成立蜜蜂养殖
专业合作社，免费向社员提
供蜂种并传授养殖技术，通
过电商平台销售蜂产品，带
动了周边18名村民脱贫致
富。 陈卫平 摄

养蜂助增收

开福区“大律师”帮困难群众维权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是具有显著优
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
制度。 把我国国家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
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
发挥出来， 是新时代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努力方
向。

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从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
发， 着眼于充分发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越性， 对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作出 了 全 面 部
署、提出了明确要求。
现在， 摆在全党面前
的一项重 大 政 治 任
务， 就是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上来 ，
在党中央 统 一 领 导
下，科学谋划、精心组
织，远近结合、整体推
进，一要坚持和巩固，
二要完善和发展 ，三
要遵守和执行， 把我
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
为国家治理效能 ，确
保全会确定的各项目
标任务全 面 落 实 到
位。

毫不动摇坚持和
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
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
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
是党的领导制度。 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
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
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
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
要制度， 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作出
的制度安排。我们无论是编制发展规划、
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政策措施，还是部署

各项工作，都要遵照这些制度，不能有任
何偏差。涉及方向性问题，必须以这些制
度为准星。 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大非问
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有丝
毫含糊。

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我们提出的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必
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 既不能过
于理想化、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自满、
故步自封。这次全会提出的目标和任务，
很多都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
建设中的空白点和薄弱点， 具有鲜明的
问题导向。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必须着力
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紧密结
合已经部署的各项改革任务， 形成一体
推动、一体落实的有效工作机制。各级党
委（党组）要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紧密
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实际， 推进制
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 抓紧就适应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的制
度、 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
制度进行研究和部署。

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 制度的生命
力在于执行。 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各级
领导干部要切实强化制度意识， 带头维
护制度权威，做制度执行的表率，确保党
和国家重大决策部署、 重大工作安排都
按照制度要求落到实处， 充分发挥制度
指引方向、规范行为、提高效率、维护稳
定、防范化解风险的重要作用。要构建全
覆盖的制度执行监督机制， 把制度执行
和监督贯穿区域治理、部门治理、行业治
理、基层治理、单位治理的全过程，确保
制度时时生威、处处有效。要加强制度理
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引导全党全社会充
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
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要推动广大
干部严格按照制度履行职责、行使权力、
开展工作，提高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等各项工作能力和水平。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 也是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
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
政治保证。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
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完成好这次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 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保证。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载11月6日
《人民日报》）

把
制
度
优
势
更
好
转
化
为
治
理
效
能

︱
︱︱
论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十
九
届
四
中
全
会
精
神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热议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蒋晨

在永州市的柑橘之乡———回龙圩管理
区有一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干部，在回
龙圩工作23年，虽身患重病，却矢志不渝，
坚守在这片热土上。

这人就是回龙圩管理区党委宣传部副
部长、团区委书记容散龙。

“只要不倒下，活一天我就要
工作一天”

10月29日下午， 回龙圩八仙洞村。贫
困户杨发湘趁着晴天在采收柑橘。容散龙
走进茂密的柑橘林， 询问:“这段时间没有
下雨影响柑橘收成吗？”

杨发湘既高兴又担心：“有点影响但不
大，你别光操心我，你自己千万要保重身体。”

“你放心，我现在好多了。”容散龙面带
笑容，拿起工具，帮杨发湘剪柑橘。

这里的人都知道，容散龙是个癌症患者。
43岁的容散龙，一毕业就踏上回龙圩

的土地，一干就是23年。2015年，担任八仙
洞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2017年11月的一天，容散龙从一贫困
户家回来，一直咳嗽不停，并感到胸闷、胸
痛，痰里还带血。11月29日，他到湘雅医院
就诊，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

“当时脑子都是懵的，放不下工作，也
担心家里。”容散龙有过悲伤，有过迷茫。幸
运的是，医院检查出容散龙有基因突变，可
以接受靶向治疗，肺部肿瘤现已缩小。

病情稍好，容散龙不顾大家劝阻，回到
单位工作，“只要不倒下，活一天我就要工
作一天。”

初心不改，牵挂最多的还是
贫困户

回龙圩管理区各部门人手少，宣传部

就4个人，工作繁多。去年10月举办的第二
届柑橘节， 容散龙担任宣传报道组副组长
和志愿队队长，他任劳任怨，给许多人留下
深刻印象。

在八仙洞村村道， 宣传部工作人员
罗亚岚指着柑橘林中的一处空地说：“那
里就是去年柑橘节的举办地。 容副部长
经常在那里指导志愿队排练演出， 志愿
队的50多个成员都是他一个一个上门动
员起来的。”

区党委委员、区委组织部长李东华说，
当时，容散龙做完化疗不久，然而，他好像
忘了自己是一个病人， 为了拍摄宣传片所
需的日出画面，容散龙带领记者们凌晨4时
就出发，爬上回峰岭等待日出。片子里，容
散龙还客串了一把群众演员， 挑着一担橘
子出镜。

对于容散龙来说，宣传部的日常工
作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更让他挂心的
是扶贫工作。尽管为了照顾他 ，组织上
已安排其他同事接手他的扶贫工作，他
仍然放心不下那些贫困户。2018年8月
底，还在病床上的容散龙，听说八字桥
居委会的曾梓康同学考上扬州大学，但
父亲患癌病逝， 母亲打工收入不高，无
法支付上学费用。容散龙在区团委已无
助学指标的情况下， 积极同团市委协
调，连夜整理资料，为其争取到5000元
助学金。

八仙洞村下干组的何吉意，原先家
里橘园就小 ，加上管理不善 ，收成很不
好。容散龙多次请专家为他家柑橘“把
脉”，解决种橘难题。如今何吉意家收入
一年比一年多 ，前不久 ，家里还盖了新
楼。

“容散龙很平凡，平凡中藏着一名党
员干部为民的情怀，践行着一名共产党员
的初心。” 回龙圩管理区党委书记盘志元
如是说。

“活一天就要工作一天”
———记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宣传干部容散龙

� � �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 全会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
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起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制度
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建诤言、献良策，
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民革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四中
全会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重要节点，
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的关键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全会
通过的《决定》，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
治理体系的纲领性文件，是迈向“中国之治”新
境界的重要里程碑。 民革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 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全会作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上来，充分发挥民革参政议政优势，提高履职实
效，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而努力奋斗。

民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四中
全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政治宣
示，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高
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当。 民盟中
央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与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
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团
结引导广大盟员， 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围绕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建
诤言、献良策，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民建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四中
全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又一里程碑事件。
全会通过的《决定》，必将对推动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 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
国家治理效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民建中
央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与深入开展“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
题教育活动结合起来，按照“四新”“三好”要求，

努力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
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
制度中发挥作用， 在参与国家治理中凝聚共识
和建言资政双向发力， 以履职尽责的新作为彰
显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

民进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四中
全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党的
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擘画总体目标，作出制度安
排， 为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进要充分
发挥在教育文化出版传媒领域的界别优势，发
扬“立会为公”优良传统，在参与国家治理中凝
聚共识，以履职能力新提高和履职尽责新作为，
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体现出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农工党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研究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是中共十九
届四中全会的鲜明主题。 农工党全体党员要自
觉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保持高度一致，深入开展“不忘合
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活动，以助推
健康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为工作主线，以实际行
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我国新型政党制度，努
力建设符合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参政党，更好地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

致公党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两个一
百年” 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
开创性、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致公党全体党
员要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继续发扬
“致力为公”优良传统，勇担“侨海报国”时代使
命， 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认真
履职建言，以奋进新时代、争创新业绩的实际行
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九三学社中央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
四中全会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
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中共中央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强烈的历史担

当， 充分反映了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
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 九三学社各级组织
及全体成员要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 突出科技特色
和界别优势， 紧密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中的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
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贡献。

台盟中央在学习中认为，举世瞩目的中共十
九届四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
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纲领
性文件。台盟要把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紧紧抓住国
家发展大局和两岸关系发展大势的结合点，深入
开展调研，深化“一盘棋、一股绳”，“心连心、实打
实”，“精准帮、助小康”，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
势，为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为坚持和完
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贡献。

全国工商联在学习中认为， 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是站在历史交汇点上的一次伟大宣示，
对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 全国工商联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更好发挥桥梁纽带和助
手作用，积极参政议政，畅通非公有制经济人士
有序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事务的渠道， 协助推
动落实有关政策措施，推进改善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民营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促进非公有制
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
发挥工商联独特作用， 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无党派人士在学习中认为， 中共十九届四
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
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 新中国70年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充分证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
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 是当代中国发展进
步的根本保障。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
内容，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无党派人
士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周围，充分发挥人才智力优势，为坚持和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献计出力、添砖加瓦，为把我国
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