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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似飞

解放思想始终是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始终是推动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十年发展，中国在并不平坦的道路上阔步
前行，成就无愧历史；十年改革，中国在矛盾凸
显的“深水区”攻坚克难，寻求新的突破。

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科学发展促进改
革开放。二者有机互动，交汇成新时期最强劲
的时代主旋律。

面向未来开创伟业，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
思想、拿出更大的改革勇气和开放力度。这是
连日来湖南代表团的代表们在讨论党的十八
大报告时的共识。

【连线】

发展的难点
就是改革的重点

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党组书记 胡衡华

注重处理好发展与改革的关系，一直是我
们事业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实践证明，发展
的难点，就是改革的重点；改革找到突破口，发
展才会有新出路。

近年来， 湖南大力推动两型改革试点、非
公经济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点民生改
革等一系列改革，开创了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新局面，进一步优化了发展软环境、改善了
群众生活水平。

如果说30年前搞改革是破釜沉舟，那么现
在就是壮士断腕。 因为改革涉及利益调整，在
利益格局多元化的新形势下， 要凝聚共识、积
蓄力量，难度可能更大。但是党的十八大报告，
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央的决心和力度，用改革的
方式破解发展的难题，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湖南新一轮的改革怎么走？一方面，要坚
持全国一盘棋，服从大局；另一方面，要结合发
展的难点，进一步解放思想，重点突破。

首先， 要在两型改革试点上继续突破。湖
南的两型改革， 肩负着为全国探路的历史使
命。目前，长株潭试验区改革建设已进入纵深
推进阶段，深化改革、创新改革、提质改革成为
两型建设的重要动力。我们要着力以制度层面
的两型带动实践层面的两型，让好制度落实好
项目，顶层设计落地为专项方案。着力以区域
发展的两型带动全省范围的两型，让两型建设
成果惠及全省， 让两型建设的经验示范全省。
着力以生产层面的两型带动生活层面的两型，
让两型理念深入生活实践。

其次， 要在非公有制经济改革上继续突
破。湖南经济发展的短板是民营经济，增长的
潜力也是民营经济。当前的重点是要加大民间
投资体制机制的创新力度，让民间投资成为支
撑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再次， 要在公共服务体系改革上继续突
破。要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城乡一

体化发展新格局，尽快形成较为完善、城乡统
一的国民教育服务制度、 医疗卫生服务制度、
养老保障制度、公共就业服务制度、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等。要着力完善公共
财政制度，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着力推进
收入分配改革，加快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
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
步， 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深化改革开放
顺应百姓期待
邵阳市委书记 郭光文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 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 深化改革开放， 顺应百姓新期待。 在这
方面， 我们既有成功的探索， 也面临新的挑
战。

邵阳是湖南人口第一、 面积第二大市。邵
阳的改革发展稳定，直接影响到全省“两个加
快”的步伐，直接关系到全省“两个率先”的实
现。因此，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抓住加快发展
不放松，特别是今年初，我们围绕如何进一步
解放思想、加快邵阳发展问题，发动在邵阳的
邵阳人和在邵阳的外地人以及在外地的邵阳
人，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加快邵阳发展大家
谈 ”活动 。通过大讨论 ，坚定了加快发展的信
心，明确了加快发展的目标，强化了加快发展
的措施。

越是欠发达，民生问题越重要；越是加快
发展，越要更多关注民生。近年来，我们加大财
政投入，扎实推进省市实事工程，较好地解决
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目前，全市零
就业家庭动态援助率达到100%；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覆盖604万人，城乡低保对象分别达到13.6
万人和33.7万人。此外，投资20个亿在市区重点
建设祥凤学校、市中心医院新院、江北广场、时
代公园、六岭公园、爱莲池公园、西苑公园、江
北污水处理厂、管输天然气等民生工程。为了
顺应民意，我们创新社会管理，大力推行洞口
群众工作站做法， 组织万名干部进村入户，及
时了解群众情况， 帮助群众化解矛盾纠纷，解
决实际困难。

目前，加快邵阳发展其势已成、其时已至。
能否牢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关键取决
于我们思想解放的深度、 改革开放的力度、工
作落实的程度。

在发展理念上，我们将坚定不移地加快发
展，大力倡导三种观念，即“谁加快发展，谁就
是邵阳历史的有功之臣；谁加快发展，谁就是
邵阳人民的忠实公仆；谁加快发展，谁就是邵
阳今天的时代英雄。”

在扩大开放上，我们将始终坚持“非禁即
入”原则，大力优化政务环境、发展环境、法治
环境和人文环境，以适应一切为事业、为发展
而来的人的需要。特别是坚持实施“引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的发展战略，大打邵商牌，发展
邵商经济。

在全民创业上，我们将数管齐下、激发活
力。 对在加快邵阳发展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员，
我们要不拘一格、创造条件，为他们提供广阔
的发展舞台，充分的发挥空间，快速的成长通
道，让智慧竞相迸发，财富充分涌流。

改革激发活力
推动企业转型发展
长岭炼油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 侯勇

长炼是一家有着40多年历史的国有大型
企业， 既有光荣的传统， 但也存在与市场经
济不相适应、 不符合的陈旧观念和落后文化，
比如平均主义、 大锅饭意识等。 如何深化改
革， 加快发展， 共创和谐， 一直是我们努力
的方向。 聆听党的十八大报告， 让我们进一
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信心， 增强了改革开放

的紧迫感。
这些年， 我们着力在体制机制上做文章，

推动企业转型发展。为激发科研人员的创新活
力，我们将原石化研究院成功改制为长岭科技
开发公司，并以技术创新成果为载体，发挥技
术、人才、管理和资金等资源优势，打造了长岭
地区第一家科技产业化平台———湖南中创化
工有限公司。新体制新机制带来生产力的大解
放，近年来，长炼承担并完成了3项国家级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为汽柴油满足国 III、国 IV排放
标准，降低产品质量升级成本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长炼生产的改性沥青成功应用于北京奥运
会“鸟巢”主跑道建设；高铁专用乳化沥青成功
应用于武广高铁建设，打破了日本、德国的垄
断。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2008年以来，
企业实现了炼油加工能力、年销售收入、年上
缴利税3个翻番，今年销售收入可望突破500亿
元。

对于企业下一步的改革，我认为关键还是
要做活人的文章。具体来说有3个方面，一是要
进一步发挥好3条“纽带”的作用，促进企业和
谐发展。即发挥党委的政治纽带作用，用坚强
的政治核心和统一领导来引领方向、 统筹全
局；发挥CEA(长岭地区经济合作组织 )的经济
纽带作用，用规范的市场准则和竞争秩序来协
调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利
益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发挥企业文化纽带的
作用，用共同的价值理念和发展愿景来凝聚人
心，共促发展。二是要针对管理人才、技术人才
和技工人才的不同特点， 畅通人才成长通道，
营造 “人人都可以成才 ”的环境 。三是要按照
“保住基本的，激励创新的、奖励干事的”原则，
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机制，充分调动职工的积
极性。

（本报北京11月9日电）

———十八大聚焦
旗帜 动力源泉 ———代表纵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提要】

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
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
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
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
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
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
加成熟更加定型。

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
须实行更加主动的开放战略，完
善互利多赢、多元平衡、安全高
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

58分钟集中完成市城区60个重点项目的
前期审批手续，审批事项241项。

27分钟集中完成24个市城区基础设施项
目审批，审批事项29项。

……
今年来，围绕“大干新三年 、再创新辉煌 ”

发展战略，郴州创造了一个个行政审批“郴州
速度”， 这也是该市近年实行行政审批 “两集
中、两到位”改革后，行政效能不断“刷新”的历
史见证。

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投资优惠政策 、经济
活跃度十分类似，城市和城市之间、地区和地
区之间的竞争，最重要、最核心的竞争力就是
政府的行政审批效率和服务质量。

基于这一认识，2009年8月，郴州市启动“两
集中、两到位”政务服务改革。“两集中”，即按
照“批管分离”的原则，将部门原有分散在多个
科室的审批职能集中到一个科室，所有部门的
审批科室集中到郴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办
公。“两到位”，即审批事项集中政务中心到位，
审批权限授权窗口到位。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实际上是 ‘革 ’政府
的‘命’、‘革’权力的‘命’，推行过程中，我们遇
到了不少阻力，但是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的
改革意志，破除了改革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

郴州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处主任曹
健回顾改革历程，感触颇多。

他说，推行“两集中、两到位 ”行政审批制
度前，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的部门窗口只有25
个 ，工作人员不足50人 ，而且很多窗口 “只挂
号、不看病”，群众办事仍需来回折腾，意见很
大。通过改革后，全市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57
个单位全部进驻市政务中心设立审批服务窗
口，集中审批服务事项719项，集中率为100%，
审批时限也普遍压缩50%以上， 使政务中心成
了名副其实的“政务超市”。

“我们公司2007年落户郴州时，虽是市里的
重点项目， 但跑相关的手续也花了近半年时
间。近几年，郴州的政务环境不断优化，公司的
后续投资项目不仅园区政务服务分中心包办，
而且效率比以前也快了好几倍。” 台达电子有
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

今年初，郴永大道项目启动后 ，该市政务
服务中心实行联合审批制，短短半个月内就完
成了涉及国土、交通、规划、水利、环保等8个主
要职能部门的审批手续，与正常需要半年多的
审批时间来比，大大提速。

在推行“两集中、两到位”的同时，郴州建设
了电子政务和电子监察系统， 全面提升行政效
能。今年1至10月，该市政务服务中心共办结14万
件，按时办结率99.96%,提前办结率97.94%，审批
时限普遍提速50%，群众满意度达到97%以上。

【数说】

5年来，我省开展11轮行政审批项目清
理，累计精简压缩行政审批项目1096项，精
简率超过63%， 成为全国审批事项最少的
省份之一。

通过改革重组、结构调整、体制机制创
新等， 我省国有企业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益
持续提高。目前，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
到4057.26亿元，2011年实现营业收入3263
亿元，利润总额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

5年来， 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试点
范围、 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范围、 新
农合受益范围稳步提高， 其中新农合参保
率达98.2%。 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基本养老
金提高近两倍。

行政审批改革催生“郴州速度”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李秉钧

【故事】

郭光文代表 侯勇代表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胡衡华代表

2012年5月18日，外商在长沙举行的第七届中博会现场洽谈生意。中博会已成为我省对外
开放、交流的重要平台。（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中联重科研制的众多产品。 中联重科脱胎于长沙建设机械研究院， 通过不断改革、 创新， 由科研单位成功转型为跨国企业。 伍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