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012&3/)*! +"#45&6738)9:);<=
<!><)?@ !"#$ A $! B !$ CDEF,GHIJ)*;
K<LMNOPQ" >RSTU#VWXYZR[\T$%]^
_`abc)9de;<VWfYZRg\Th:ST $i
Q&'$"Lj/$!%$$&&& klm&()DLnopqrstuv
wxtyz*{`|G}o~���k[\��K<G*��
�VT�/xZ<�}����K<GxK<lmPQ�
�!���ZR*��xN<��G�����N���s;
<�$'(()*++,'-./0-11-.23,453,.&" ]^�n)9pW��`
�* �¡¢+"67%!86$9%!7"

! "

!"#$%&'()*+,-&.!/01"23*4
56789#:!"#;<=><&'?(@ABC)D/
0E0FG1&HIJ$

!"#$%&'!!"#KLMNBO)DP
!(#$%&'!QRSTUVUWXYKLMNBC

)DP
!)#$%&'!Z"#KLMNBC)DP
&H[\ !" ]% &H[^_/01`*4abcde

f*gh&ijk1lm#nopqrs7tu%
*+,-!!"#aCvw!"#KLxyvaCz
./!!"#{|' #"$ } 01!"%&%!'#"('!"

!"#$ 2 $! 3 !% 4

!"#$%&'%()*+,-
./01234356789

!"#$%&'(!)*+",-./0123#4
5"#6%789:;<=>)*?@)*A*BC
+5"DE9:FG.HIJKLIM$

NOIMPQ !" R$ S.TU#VWXYZ[\]
^_\ %9:78=>)*`*ab`cd@ef &
!#""$ g !! hi"j23#k)*+l5"#Zmn[
o\pqrstu$ `cvwxyz{|'}.`c+
~��.�����'�`c+j|�'~��.��
���'`c�=j���{�.���n�/��v
w#��`c+�����{#����`c$

!"#$%!5"#���R���� ¡ !%% h
&'() ! 5"#¢£(¤#6%&'(¢£¥

"&'!())&&"!&*
*+,-./01234$%!5"#���R�

���¡ ) h
&'()! 5"#Zmn[o\p¦§¨¢£¥

"&'!()%%%")**

!"#$%&'()*+,-
./01./2/345

6 7

!"#$%&'()*!+,-./01
23456789$:;<=>=?":;<
=@ABCDE !"# FEG# HIJKLM
DENDO!PQO"R$SE45TUVW
XY$ Z[K\]^_`ab%

!!"#$%&'()*+,
EGcd%:e<=>=?":e<=@

ABCDE !"# FEG&
fghijklmbn
-!Top&qrJstuvp'wxp

ryz{|}~�����IE01��"v
��Kf���u&$

.!��JKL�DEND�0�23��
�������������%"������
�u&$ 23� �¡¢�£¤��!�¡���
¡¥¦4$ �§JKLMDEND�23�9¨
©ª0145!«¬"R$JKLMDEND
�0123�9®@¯°$ ±¬01²³'Y
´µ¶·¸!�j¹º»4¼�½¾·¿���
p!}~��012345ÀÁ$

/!�§0123�9�lÂÃÄrVW
j¹m("R$JKLMDENDO�9®@

ÅÆÇÈ)r("R$SE45TUJKLM
DENDO0123�9ÉÊ)£ËÌ!KÍ
�½�~ÎÏ"R$JSÃÐ,0Ñ*$%%&%'(
)))*+,+-./*012*3.#ÒÓ$ ¬01²³!Ô�
ÕÖÃ×���p~¤ 4566 Ø 64 Ù 46 ÚÛ
4564 ØÜÙ 67 Ú 67%55 Ý! ¨01"Þßb
à�9ËÌ!P�1áËÌf.�ÅÆâã�
��½$

0!�§JKLMDEND�0123ä
�åæç 4564 ØÜÙ 65 Ú 8%55 �Û 4564
ØÜÙ 69 Ú 66%55 è$

1!��péê¨23�9ëìÝÎÏ"
R$JKLMDEND�0123�9®@
P¨®@1í"R$SE45TUî4�½
��¸! 4¼¾·¿ïèåæç 4564 ØÜÙ
67 Ú 67%55$ 23ð�åæïèå!ñ®@Ó
ò!K�½pnóôÍõö���!®@w÷
¯øùå��âã!¬���.��p$

2!3456
*¢#��p¡�¨���SE1úûü

ýJSÃC+455:,49: FËÌ(\¤Cþúû
-ùÿDE^!!".*455: Ø�&r-#èDE

^!!".*455: Ø�& �¬Ê)'(ùÿDE^
!!"*455: Ø�$%�&)r(#èDE^!
!"*455: Ø�$%�&)T&'^!�BCL
M$

*(&�IE/Z)4E!EGBCLMå
*É�fgj¹@¢LM$

7!a+¨���§0123��À÷�
âT,�-.ò/!�0åª®!ª®17
ab%

89:;"57;6<8;:58686*23TU&
57;6"8;:586=:*45TU&

<=">65;55
>?"57;6<8;:58556
@A""R$°'TU456
BA"$%%&?(()))*+,+-./*012*3.
89C"789
DEFGHI:;"57;6<844;8;==

888489>7
DEFGJI@A":5$;<=>'?

66 F1@AB @ C 4:64 F
Dn%��EGE�FG0fghHj¹

4566 Ø 64 Ù 46 Ú

!"#$%&'($)*+,-.,/01234567
!"#$!4566":4 %

K@=L MNOP
#QRS$

T@UV
WX

MN
YZ

[\
]^

_P`
!"#$% a@` @bcd

ef+, [\Zg hij
#kl$

mnoFp
#kl$ qjr^ st@

juvZ

! FEG "#$%&'()

IJDE

IJ *) Ø +!,)-

./0!1!2
!.3.

4"567
KLLL
MNOP
/bLL
Q æ �
R !.0'0
S

8!&9 S

9$6 .00
60 TÜ:§ßUµ

¦ 4 V Ú
� ¢ W t
4 X Y Z
E�[

; FEG &(.0%3(5 9*6 .00
< FEG &(*6&3%6 9$0 .00
+ FEG 96.(03$, .30%!

1!2!.3&
%,6 .(0

.00 TÜ:§ßUµ
='> FEG &.,..3%. IJDE\6DE ?00 %6
1 FEG ,*%%$3%*

IJDE .3,6!
1!2!.36 4",07

*.6 .90 60 TÜ:§ßUµ
4 FEG 966,*3$% %66 .*0 .00 TÜ:§ßUµ
8 FEG .6*9&3*(

]JDE ]^ 90 Ø'
IJ *0 Ø +!,67 &3*!1!2

!,30 4"&67
8!(0 S 900 %0

60 TÜ:§ßUµ@ FEG ??.%.3.$
8!%0 S

..06 &&0
A FEG ,66,*3,% $00 .%0

学
习
与
实
践

２０11年12月23日 星期五 本版责编 李立川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15
学习贯彻省第十次党代会精神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的 “两个加
快”、“两个率先”， 是今后五年湖南的
发展战略。方向明确之后，落实便成了
关键。落实是实施领导的基本环节，是
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 认真抓好工作
落实，对于推动事业发展、构建和谐社
会、实现自身价值，具有不可代替的作
用。

落实是成就事业的 “推进器”。古
语说得好，“道虽迩， 不行不至； 事虽
小，不为不成”。我们党之所以“星星之
火 ，可以燎原 ”，靠的是广大共产党人
为了理想前仆后继、流血流汗、苦苦探
索；我们的事业之所以日新月异、蓬勃
发展， 靠的是广大干部群众朝着目标
锐意创新 、扎实工作 、勇于实践 。如果
不狠抓落实， 再美的蓝图仍是海市蜃
楼，再好的决策也是镜花水月。

落实是政惠于民的 “直通道 ”。当
前 ，以人为本已是人所共识 ，一心为
民已成执政追求 。但理念好更需落实
好 ，政策实更要执行实 。否则 ，“落实

疲软症 ”要让大好政策缩水打折 ，“执
行肠梗阻 ” 会使惠民举措走样变形 。
在一些地方 ，虽然有着同样的基础条
件 ，执行同样的政策措施 ，但惠民效
果和群众满意度往往相去甚远 ，其原
因就在于落实的态度不同 、执行的力
度不一。

落实是完善决策的 “感应仪”。物
有甘苦 ，尝之者识 ；道有险夷 ，履之者
知 。作为决策的执行者 ，上懂政策 ，下
连基层，对政之得失看得最清，对民之
心声感受最深 。所以 ，抓落实的过程 ，
就是一个感知决策、检验决策的过程，
就是对不当决策进行分析思考、 提出
对策建议、予以修正完善的过程。

落实是考评干部的“透视镜”。“透视
镜”前，高下自明，胸怀顿显：对于上级的
决策部署，有的人不折不扣、踏踏实实执
行，有的人得过且过、明听暗顶，体现出
不同的作风； 有的人落实得当、 成效明
显，有的人束手无策、一味蛮干，折射出
不同的才智； 有的人鞠躬尽瘁、 不计回

报，有的人以己为重、权衡利弊。这反映
出干部不同的思想境界。

落实影响事业发展， 关乎民生福
祉，考验干部良知。在全面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今天， 广大党员干部理
应做抓落实的表率。

要通晓上下抓落实。 上级的政策指
引着方向，蕴藏着机遇，明确了要求。“上
情不通，没头苍蝇”，抓落实就会偏离目
标、事倍功半。基层的实际体现了民生，
反映了民力，承载着民心。“不懂民情，寸
步难行”，抓落实也会处处受阻、困难重
重。唯有认真学习、吃透“上情”，深入调
研、把握“下情”，“上下”结合、融会贯通，
才能让群众成为政策的拥护者， 使政策
化为惠民的“及时雨”。

要内外联动抓落实。 有副对联上
联是：“你开会我开会大家都开会”，下
联是：“你发文我发文大家都发文”，横
批是 “谁来落实 ”。抓落实反对指手画
脚， 拒绝形式主义， 而应激活内在动
力 ，发挥自身作用 ，亲力亲为抓落实 ，

率先垂范解难题 。当然 ，独木难撑天 ，
心齐可移山。抓落实更要聚沙成塔、整
合资源 、形成合力 。要借力于领导 ，树
落实之威 ；聚力于部门 ，尽落实之职 ；
发力于制度， 明落实之责； 得力于群
众，成落实之功。

要刚柔并济抓落实。 落实是理论作
用于实践、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过程，有汗
水与风险相随，有阻力与困惑同在，需要
我们不畏艰险，敢于碰硬，咬定青山不放
松，千磨万击更坚劲。否则，落实便是“竹
篮打水———一场空”， 抑或功亏一篑。当
然，刚有不折之威，柔有迂回之力，刚性
执行亦需以柔相济。那么，落实过程中，
既要严格要求，又要多加激励；既要有过
硬的举措，又要有细致的思想工作；既要
坚持统一标准， 又要视基础条件等客观
因素予以区别对待。唯其如此，方能实现
落实的力度与基层的可承受度的完美统
一。

（作者系娄底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娄底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 “两个加
快”的发展战略，而株洲县最大的问题
是发展不足的问题， 最大的瓶颈是发
展动力的瓶颈。 贯彻落实省第十次党
代会精神，破解瓶颈 、加快发展 ，就要
从改变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入手 ，以
政风民风双轮驱动， 营造广大干部群
众创先争优、携手奋斗的工作局面。

抓政风， 发挥干部第一
资源作用

干部是推动发展的第一资源 。政
风建设的关键就在于明确干部要干
什么和不能干什么 。通过正面激励 ，
把干部推向工作一线 ； 通过反面警
示 ，使干部心存敬畏 ，自觉养成树立
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作风 。

强化责任意识， 在招商引资和项
目建设中锤炼作风。 责任比能力更重
要。株洲县的项目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项目进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 工作力

度不是大了而是小了。 抓发展必须增
强广大干部的责任意识， 把智慧和激
情释放到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中去 。
同时在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中发现 、
提拔和重用干部。通过这一导向，让干
部绷紧责任之弦，鼓足创业之劲。

强化民本意识， 在基层和群众中
凝聚力量。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就是
要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始终
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要求
干部 “多往下跑 、少往上跑 ”，切实为
民办实事、 抓落实。 通过相对集中的
“往下跑 ”，把干部从办公室 “逼 ”到村
民、企业生产生活一线，破解基层工作
难题，促进基层发展。

强化纪律意识 ，在 “三个严禁 ”中
规范行为。 从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入
手，出台《关于实行“三个严禁”整治干
部作风的有关规定》，严禁工作日午间
饮酒、严禁工作时间打牌、严禁工作时
间泡茶馆。对“三个严禁 ”做到无例外
执行，谁违反就按规定处理谁，做到令

必行，责必问 。同时 ，抓好会风文风的
改进，出台《关于改进会风的规定》，少
开会、开短会、开管用的会，让干部有
更多时间和精力抓发展。

淳民风， 激发群众参与
发展的内在动力

民风淳则百业兴。 民风建设是一
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实施过程中，
我县坚持正面引导、反面警示两手抓，
社会风气明显好转。

以文化建设为抓手， 教育引导带
动民风。 民风建设是一个潜移默化的
过程， 优秀文化是民风建设的 “风向
标”和“推进器”。我县着眼于满足群众
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以持续深入开展
“文化月月乐、体育月月赛 ”文体活动
为抓手， 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
动，增强了县域文化活力。

以创建活动为抓手， 夯实载体淳
正民风。 把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作为永

不竣工的民风工程， 始终贯彻民风建
设的全过程 。深入开展 “创文明单位 、
文明村镇、文明窗口、文明机关”创建，
深化了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活动， 逐步
提高群众综合素质和文明程度。 以道
德模范和五好家庭、 十佳婆媳评选表
彰活动为载体，宣传道德模范、英模人
物的先进事迹，倡导助人为乐、见义勇
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和孝老爱亲的
良好社会风气。

以集中整治为抓手， 激浊扬清整
肃民风。民风建设既要正面引导，让善
的民风广为传播；又要集中整治，让不
良民风无处藏身。通过广泛开展“欺行
霸市、聚众赌博、寻衅滋事、六乱行为”
四项整治 ，着力倡导了 “诚信经营 、健
康向上 、依法维权 、遵规守序 ”四种风
尚。综合运用了“公开曝光、行政处罚、
法律制裁”等各种有效手段，确保工作
常抓不懈，标本兼治，促进社会风气持
久净化。

（作者系株洲县委书记）

省委书记周强同志在中共湖南省第十届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自觉地把学习当作一种
政治责任、 一种精神追求， 当做履行职责的第一需
要， 争作学习型、 创新型领导干部。” 当前， 我国正
处于改革的攻坚期、 发展的关键期、 矛盾的凸显期。
学习是工作的需要 、 形势的需要 、 发展的需要 。
“九层之台， 起于垒土。” 我以为， 领导干部不仅要
把学习作为一种自觉行为、 一种美德来看待， 而且
要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责任、 一种思想修养、 一种精
神境界来追求。 如何学？ 我以为， 无非三点：

学好理论强基础。 理论使人深刻、 清醒、 坚定。
加强理论学习， 是党员干部健康成长的基础和前提。
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 ， 就没有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
要经受政治风浪的冲击和复杂斗争的考验， 更离不
开理论上的清醒与坚定 。 党员干部加强理论学习 ，
有助于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自觉抵制腐朽思想
的侵蚀， 区分大是大非， 提高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
锐性， 提升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 始终保持共产党
人的蓬勃朝气、 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因此， 要通
过系统学、 认真学， 打牢理论功底， 增强运用理论
指导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把握重点促提升。 学习是能力之基、 修身之道、
成事之本。 当今社会知识的发展和更新速度异常迅
速 ， 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海洋和繁重的日常工作 ，
领导干部面临的考验日益增加， 需要学习掌握的东
西很多 。 当此时 ， 把握重点学 ， 就显得尤其重要 。
这就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学习哲学、 法律、 历史、 科
教、 管理、 经济知识和信息知识， 又要深入学习履
行职责所必需的各种知识， 做到采众长而厚积薄发。
要针对所缺所学、 围绕形势所迫、 工作所需、 个人
所急， 从自身知识结构的 “短板” 补起， 缺什么学
什么 ， 优先学习掌握与本职工作密切的各种知识 ，
不断完善自我 ， 使学习成为领导干部能力素质的
“加油站”、 “动力源”， 成为拉动科学发展的大 “引
擎”。

注重应用求实效。 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
学风。 作为领导干部要努力做到学与用的统一、 知
与行的统一、 理念与实践的统一， 要由学习型向思
考型转化、 由思考型向实践型转化、 由实践型向创
新型转化。 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 要把学习同研究
解决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本地方本
部门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 党的建设中突出问
题结合起来， 让所学之识、 所增之智富有鲜明的时
代性和实践性， 成为指导实践工作的科学思路和方
法； 要善于把理论知识转化为开展工作的理论来源、
政策依据和思想方法 ， 干一行 ， 专一行 ， 精一行 ；
要注重把外地的工作经验 、 基层点上鲜活的做法 ，
转化为我们面上的工作决策， 并不断总结提炼群众
的好经验、 好方法。

（作者系衡南县委书记）

思想者
湖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协办

落实与否是杆秤 谢志雄

政风民风是双轮 汤立斌

周千山

也谈学习

一得录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政务服
务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学推进政
务服务建设，必须突出三点：

强化平台建设， 突出载体功能完
备。要完善区、街道、社区的三级政务
服务平台， 逐步建立社区 （社区筹委
会）厅、办（大厅与办公室）一体化的便
民服务大厅，夯实工作阵地。加强部门
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如每年定期召开
区政务公开领导小组专题会议， 安排
部署全区年度工作计划及实施方案；
由政务公开办公室牵头， 每季度召开
一次部门、街道联席会议，及时研究、
协调解决政务公开与政务服务工作中

的重大问题；同时，各有关责任单位按
照工作的有关要求，定期、不定期召开
部门专题会议， 部署本部门单位的政
务公开与政务服务工作， 形成了政务
服务模式。同时，要提质电子政务技术
平台，实现网络对接及资源共享。积极
探索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与政务服务中
心合并模式，实行一体化管理模式。

推进政务公开， 彰显特色多元发
展。要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充分维护群
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推进办事公开，
重点抓好教育、医疗卫生、城市管理等
领域办事公开的规范与深化； 做实居
务公开，使居民心中有一本明白账；探

索党务公开，制订党务公开目录。
依托电子政务， 深化审批制度改

革。 要将行政在线审批工作作为行政
权力公开透明高效运行的一个重要载
体来打造。通过制订实施方案，加强基
础运用，扩展应用范围，使在线审批系
统向街道一级延伸。同时，区、街政务
服务中心及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是基层
政府为公众提供行政服务的重要窗
口，要以“服务标准化、管理精细化”为
要求，注重中心建设，促进大厅工作提
质扩容，不断延伸服务内容。

（作者系长沙市雨花区政务服务
中心主任）

基层党建工作要融入整个社会
进程，就必须以服务经济发展作为第
一要义。把这一理念落到实处，需要
抓住两点：

一是构建基层组织为农服务体
系， 实现党组织从领导型向引导型转
变，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拓宽基层
组织服务渠道，整合服务资源，把加强
基层组织建设与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紧密结合起来， 把农村党员干
部的日常工作融入到服务群众生产生
活的实践中， 把基层组织的政治领导
落实到服务群众的具体活动中， 通过

五大体系，即上级党组织服务下级党组
织工作体系、 党员服务党员工作体系、
党组织和党员共同服务群众工作体系、
城乡党建一体化工作体系、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共同服务科学发展工作体
系的建设， 真正使基层组织强起来、党
员干部动起来、群众生活好起来。

二是创新组织设置，彰显产业特
色，激发内在活力，把基层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体现在工作任务的完成
上。 要因地制宜调整基层党组织设
置， 努力构建以村党组织为主体、产
业支部为骨干、专业党小组为基础的

新型组织体系 ，积极推广 “支部+协
会 ”、 “支部+基地 ”、 “以企带村 ”和
“村企共建”等党建工作模式，切实把
党组织建在致富项目上，让党员示范
在创业岗位上。同时，要根据工作领
域的不同，创新支部职责内容，彰显
个性特点。另外，要根据党员的个人
特长和个性特点， 广泛开展设岗定
责、依岗承诺、创先争优等活动搭建
施展平台，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
现在岗位职能的履行上。

（作者系湘潭市岳塘区霞城乡
党委书记）

科学推进政务服务

基层党建要把握好结合点百家言

李建华

王林涛

工作札记

刘 汇

岳麓区第四次党代会提出“率先
建成全省首批教育强区”， 这对于全
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幸福岳麓
具有基础性、 先导性和全局性的作
用。“教育强区”怎么建？我感觉，主要
在协调均衡上下功夫，突出“三个致
力”。

致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均衡发展。
全区各级党委、 政府要按照教育发
展与区域规划相衔接、 与城市功能
相配套、 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要求，
合理规划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基
础教育与高等教育、 学校教育与终
身教育结构， 切实做到优先规划教
育发展， 优先安排教育投入， 优先
保障学校用地， 优先建设教育设施，
优先引进教育人才， 优先落实教师
待遇， 为教育强区建设提供 “绿色
通道”。 要确立 “对接城市化进程，
老城区通过布局调整 ， 整合资源 ，
扩容提质； 新城区充分利用开发小
区配套建校政策， 实施标准化建校；
农村地区立足规模办学， 推行联村

办校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 的学
校布局调整思路， 严格督促开发商
履行配套学校 、 幼儿园建设责任 ，
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上到高质量
的学校 。 要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 、
规范与提高并重， 充分发挥政府教
育督导机构作用， 建立专业化的督
学队伍 ， 加强对教育工作的监督 、
保障、 导向和激励作用。

致力提升更高水平的素质教育。
要把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放在教育
工作最核心的位置，加大实施素质教
育的财政保障力度。以农村教育为重
点，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体制创新
为突破口， 积极探索以学生为主体、
基础教育信息化的新型育人模式。要
严格实施国家课程计划，着力加强音
乐、美术、体育、军训、劳动等综合实
践类课程的开发管理，切实加强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加快考试
评价制度改革，探索建立符合素质教
育要求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考核
评价机制。 要建立健全教师培训、考

核评价、激励与监督机制，着力培养
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结
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
师队伍。

致力塑造更具示范效应的品牌
特色。 要全面加强学前教育，积极落
实政府主导职责，大力发展公办幼教
事业，并通过制度规范、政策引导的
方式，积极引导幼儿园由私立向公办
“靠拢”， 多渠道扩大学前教育资源，
让每个孩子有园可上、 上得起园、上
优质园。 要切实做大中小学教育，大
力推行扩建挖潜、跨区域发展、资源
整合及联合办学， 依托师大附中博
才、长郡双语打造名校工程，依托19
中、28中多元发展特色教育， 发挥优
质资源辐射带动效应。要大力发展终
身教育， 通过扶持发展职业教育、提
质发展社区教育、 服务发展高等教
育，积极引导各级各类学校逐步向社
会开放办学，构建具有岳麓特色的终
身教育体系。

（作者系长沙市岳麓区委副书记）

岳麓建设教育强区要突出“三个致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