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党委中心组学习巡礼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本报记者 邹仪 刘跃兵
通讯员 郑运生 郑贵卿 周林

9月26日，记者走进永州市冷水滩
区春江安置小区， 只见49栋安置房与
18条道路、 占地10亩的休闲广场、小
区公厕、垃圾处理站、农贸市场，规划
有序,构成了功能齐全、设施完备的现
代化居住小区。 这是永州市委书记陈
文浩主动承诺解决中心城区20个安置
小区的“老大难”问题，向广大群众交
上的一份答卷。

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 永州市着力解决困扰群众的

“老大难”问题，提高了党委政府的公
信力，提升了干部队伍的执行力，让群
众得到了实惠。

表率领路
提升干部执行力

该市在专项整治工作中， 坚持领
导抓、抓领导，强力推进专项整治。

市委常委会带头向全市人民做出
“强党性，加强学习”等8个方面的公开
承诺，号召全市党员领导干部“从我做
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每位常委及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政协主席都承诺
解决一项“老大难”问题并向全市公布。
该市专门成立督查问责的专项办公室，
设立作风建设、专项整治和“一把手”履
职3个督查小组，重拳扫除“四风”积弊。

该市先后4次召开全市“四风”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推进会。会上，市
纪委负责人就全市专项整治中发现的
食品药品、教育乱补课等问题，指名道
姓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整改。4月13日，
市委常委会集中学习暨教育实践活动
专题培训会上， 市委书记陈文浩对专
项整治重视不够、 工作推进较慢的冷
水滩区等3个县区点名批评。5月7日，
针对双牌县委、市住建局等单位“一把
手”对活动重视不到位，不能起到带头
示范作用的问题，责令单位“一把手”
发言表态，限期整改。

较真碰硬
增强群众满意度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以来，该市认真
研究，下发《关于在全市深入开展“四风”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的实施方案》，明
确路线图、任务书和时间表，对整治的主
要任务做到“一个问题、一名牵头领导、

一个牵头单位、一套工作班子、一个工作
方案”逐项整改销号，将工作落实到市级
领导和16个牵头部门及48个配合部门。
各牵头部门逐一制定了子方案。同时，该
市坚持较真碰硬推进整治工作， 对工作
落实不力、没有达到目标要求的，严格追
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针对城区建设中“断头路” 的问
题， 该市由冷水滩区牵头成立“断头
路”建设领导小组，抽调150余名专职
人员充实到各指挥部,着力解决这些“老
大难”。市“两办”督查室牵头组建专门督
查考核小组，实行周调度、旬督查、月问
责。每月任务未完成的，视其完成情况相
应扣减工作经费； 连续两个月被通报批
评的，指挥部人员不能评先评优；半年达
不到任务要求的，年终考核不称职；全年
任务未完成的，实行诫勉谈话。每月对各
断头路建设进度排名、公布。

目前，19条“断头路”建设有序推
进， 其中1条路已经完工，10条路在国
庆节前完工。

建章建制
形成长效机制

该市注重由“短治理”向“长

监管”转变，积极建章立制，巩固整治
成果。

目前， 该市对已经整改到位的项
目，进一步搞好总结分析，在贯彻执行
《关于对违反作风建设要求影响工作
执行力行为问责的暂行规定》 等12项
制度的基础上， 抓紧修改完善28项制
度，把好做法、好经验形成制度规范，
有效防止问题反弹，巩固整治成果。

今年以来，该市通过抓专项整治，
有力地推动了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快
速发展。今年上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的情况下， 该市主要经济指标在
全省排位前移，GDP增速排第八， 比上
年同期进4位。 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排
第一， 比上年同期进9位。 进出口总额
3.32亿美元、增长1.08倍，增幅在全省排
第三。该市还成为全国20个幸福城市之
一。在全省民意调查中，该市市直属机
关作风满意度总体评价、县区直机关作
风满意度总体评价均排全省第一。

本报记者 尹虹

天蓝，云白，地绿，水清，气息芬
芳。

9月下旬，记者穿行在“花样”株
洲，处处感觉“惊艳”，不由得对株洲
市委书记贺安杰的那样一句评价深
以为然：“经过近7年的两型发展，株
洲完成了从‘灰姑娘’到‘白雪公主’
的华丽蜕变。”

“我们这儿皮鞋穿一两个月不擦
照样亮锃锃。”

“我们要做两型建设的排头兵。”
“我们市委中心组已连续29年坚

持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就组织集中学
习。”

众多受访者的话语里不约而同洋
溢着自豪、自信、对学习进取的崇尚，
让记者了解到株洲的成功绝非偶然。

学习的“老习惯”与“新激情”

在市委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下，株
洲市各级党委中心组一直保持着良好
的学习传统和习惯。 市档案局还为市
委中心组集中学习建立了永久保存的
学习档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讲话，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新
论断、新要求，进一步激发了株洲广大
党员干部的学习热情。 他们组织学习
行动快、层次高、形式多样、辐射面广、
效果显著： 市委中心组围绕习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组织了18次集中
学习，参学人数达3000多人次。其中
多次请来国内相关领域领军人才、知
名专家学者就习总书记讲话作专题解
读。市委还通过派出“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宣讲团、开展集

中分批轮训等方式， 带动县级党委中
心组和基层党员深入学习。 他们坚持
把学习“讲话”精神同株洲科学发展重
大主题、 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结合
起来， 注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勇夺第一”的内核
是使命感责任心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 习总书记这番讲话，
体现了我们党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的
理念宗旨，蕴含着崇高的使命感、责任
心， 是推动株洲广大党员干部在两型
社会建设道路上保持锐志、 勇往直前
的强大思想动力。

空气优良率居长株潭城市群第
一，被评为“湖南省最干净城市”，建成
全国首个公交电动化城市， 建成全省
第一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排污权
有偿使用和交易在全省率先破局，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52%，组
建我省第一家由县级农村信用合作联
社改制的农村商业银行……诸多“含
金量”颇高的“第一”，集中体现了株洲
从改变城乡面貌、提升城市品质价值、
推进产业转型、创新体制机制、培育两
型文化多层面着手建设两型社会的艰
辛努力和卓著成果。

这些“第一”，让株洲赢得了质的
飞跃：从“全国十大空气污染城市”之
一变成了“国家卫生城市”，从资源外
流城市跻身“全国十大最具投资价值
城市”。

2014年上半年，在全国经济发展
进入“新常态”的形势下，株洲市完成
GDP895亿元，增长9.7%，城镇、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9.8%
和12.1%。

让“两型”升级版
成为人民快乐之源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
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
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目前，株
洲正以习近平总书记这一讲话精神为
指导，努力打造“两型”升级版。

把进一步加强环境污染综合治
理、 全力推进产业转型作为推动两型
升级的两个重要抓手。 从2013年开
始， 株洲将用三年时间基本关停污染
企业、基本拆除城区工业烟囱、基本解
决城区段污水直排湘江问题。 城区原
有四大支柱产业中的有色冶炼、建材、
化工正逐步被汽车、航空、服饰产业替
代。同时，株洲正探索建立生态系统保
护修护、环境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
突出抓好环境保护司法体制改革，设
立两型警察队伍、两型检察局、两型法
庭，整合环保监管执法力量。

“两型”升级也意味着影响面更广、
渗透性更强。株洲以建立、实施完整的
两型建设标准体系在这方面迈出了领
先一步。 贺安杰书记告诉记者：“株洲
两型标准共含两型机关、学校、园区、
企业、门店、景区、公众场所、小区、社
区、医院、城镇、村庄、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等14个类别的标准，其先进
性体现在很全、很实、很有操作性。”记
者继而走访市委机关、 时代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神龙城文化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等地， 受访者普遍对实施
两型标准感受深刻、褒扬有加。

“随着两型社会建设的不断纵深
推进，株洲的影响力、吸引力和长久竞
争力将大幅提升，市民的荣耀感、归属
感、幸福感将日益增强。”这已然成为
株洲各界的快乐共识。

２０14年10月1日 星期三要闻3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周双

本报9月30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聪颖）今天是我省实行
2014年早籼稻托市收购最后一
天。 来自宁乡县偕乐桥镇的种粮
大户刘求名， 向当地定点收储点
檀木桥粮库交售完最后一车早籼
稻后，与记者谈起了今年的收成：
“搭帮托市收粮政策，我今年产的
850吨早稻全部卖给国家，‘实打
实’多赚了20万元。”

今年上半年以来， 国内稻米
市场持续低迷。受此影响，我省早
稻收获后的市场均价仅为每50公
斤120元， 种粮农民增收受阻。为
此， 我省及时执行2014年早籼稻
最低收购价预案， 从7月28日至9
月30日， 按照国家规定的每50公
斤最低收购价135元的托市价格，
敞开收购今年生产的早籼稻。

省粮食局局长张亦贤介绍，
在托市收购前夕， 省内粮食已经
高仓满储、仓容紧缺，收购形势堪
称历年来最为困难，但是，经过省
委省政府的科学部署， 以及全省
粮食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

服务，托市收购实现了井然有序、
颗粒归仓，如今完美收官。

在收粮过程中， 全省各地做
到了“五有”：有仓收粮、有钱收
粮、有序收粮、有情收粮、有质收
粮。通过促销腾库、维修仓储，全
省共腾库100万吨，清理仓容60万
吨，保障有仓收粮；全省累计发放
收粮贷款50亿元， 确保了农民交
售的粮食全部及时、足额兑现；各
地广泛推行预约收粮、错峰收粮，
实现忙而不乱； 粮食系统1400多
名干部职工下到一线搞服务，每
个收储点都有休息室， 让农民有
水喝、有防暑药品用、有免费中晚
餐吃。同时，各地严格执行国家质
价政策， 确保收购的粮食达到国
家质量标准。

与刘求名一样， 今年全省绝
大多数专业种粮农民都选择把早
籼稻交售国家。省粮食局统计，截
至9月30日， 全省共收购早籼稻
285.8万吨，其中直接按最低收购
价收购的达190.4万吨；受益于托
市利好，种粮农民增收8.5亿元。

永州：提升执行力 解决“老大难”
早籼稻托市收购完美收官

助农增收8.5亿元

尚学勇为，让两型音符快乐飘扬
———党委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经验巡礼（株洲篇)

9月26日，邵阳市大祥区檀江
乡永青小学，市国税局老党员王
湘林利用同学们的课余时间给
孩子们解答税法知识。 最近，该
局机关党委老干支部组织离退
休老党员，走出家门、走进校园，
开展税法进校园宣讲活动。

周红杰 摄

本 报 9月 30日 讯 （通 讯 员
唐 龙海 记者 李勇）9月29日，省
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游劝
荣赴湘潭走访慰问了游炳炎烈士
家属。

游炳炎烈士于1979年12月进
入湘潭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工作。
1990年1月24日，他在执行抓逃公
务中，与犯罪分子英勇搏斗，壮烈
牺牲，时年41岁。1990年4月16日，
他被湖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
烈士。1990年11月，被最高人民检
察院追授为“全国模范检察干部”
称号。

游劝荣详细询问了游炳炎烈
士家属谭雪莲的生活状况以及子

女工作生活情况。他说，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65周年，今年9月30日是
国家设立的第一个烈士纪念日，
“国庆勿忘祭先烈”，在烈士纪念日
到来之前，省院党组组织开展慰问
烈士家属活动， 是为了尊崇烈士、
缅怀烈士、纪念烈士。游炳炎烈士
恪尽职守，秉公执法，为检察事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党和人民不会
忘记他作出的贡献。

游炳炎烈士的女儿在湘潭市
检察院工作，工作非常出色。游劝
荣勉励她秉承父亲的优良作风，坚
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以更加昂
扬的斗志、更加扎实的作风争取更
大光荣。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游劝荣赴湘潭走访慰问烈士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