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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南正

2014年即将过去， 新的征程即将
开启。 2015年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的调整年，也是“十二五”和“十三五”
规划的衔接年 ，改革攻坚 、转型发展
的任务十分艰巨 ，务必开好局 、起好
步。

开好局 、起好步 ，要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中央的认识和判断上来。 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 ，认识新常态 、适应
新常态 、引领新常态 ，是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这
个重要论述，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执政思想的不断完善，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是
指导未来发展的战略判断和战略思
路。 我们要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纵深
中去认识、去理解、去实践，始终坚持
发展第一要务，保持稳增长和调结构

平衡，努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
续的增长。

开好局、起好步，要牢牢把握工作
的主动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
我们不断创新领导经济工作的观念、
机制和方式， 促进工作思路和方法加
快向新常态调整。 要坚决破除路径依
赖、思维定势和工作惯性，改变过去重
规模、重速度、重增量的做法，从“大干
快上、大拆大建”中走出来，实现从以
量取胜向以质取胜、 从要素驱动向创
新驱动、 从总量考核向质量效益并重
考核的转变。在具体工作中，要把握好
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动力转化的度，
能够达到的目标决不放弃， 把重点放
在自主创新、 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
收再创新上， 更加务实地借鉴先进技
术和经验，努力寻找新的动力来源、利
润来源、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开好局、 起好步， 要始终保持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明年总体上是机
遇与挑战并存， 但机遇大于挑战。 我
们要从本地实际出发 ， 周密分析形
势， 认真盘点家底， 善于从国家重大
部署中发现、 捕捉、 把握新的机遇，
弄清楚新增长点在哪里 、 困难在哪
里， 做到精准施策、 精准发力， 做到
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 尤其是要以全
面深化改革为突破口， 以市场准入负
面清单、 政府部门权力清单、 责任清
单 “三张清单” 为抓手， 进一步简政
放权 、 放管结合 ， 协调推进财税体
制、 国有企业、 农村、 投融资等重点
领域改革， 推出既有年度特点、 又有
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 最大
限度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

“慎厥终，惟其始”。我们要以全新
的姿态、饱满的精神，从手头第一份工
作开始、 从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项目开
始，奋力实现各项工作“开门红”。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卓健 郭容志） 今天上
午， 湖南预备役师召开预任师首
长办公会。 会议要求，要充分认识
预备役部队地位作用， 切实增强
大力支持预备役部队建设的意
识， 把预备役部队建设成重要的
“拳头”力量。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 湖南预备役师第一政委陈肇
雄，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政治部
主任姜英宇出席会议。

陈肇雄强调， 预备役部队是
国防后备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切实把支持预备役部队建设列
入相关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
为预备役部队建设提供全方位支
持。 要加强国防理论学习， 强化
责任意识， 落实制度规定， 牢牢

把握听党指挥的政治要求， 切实
担负起党管武装的责任。 要提高
编组质量， 完善战备基础设施，
加强信息化建设， 着力提高预备
役部队能打仗、 打胜仗的能力。
要服从服务军队改革发展大局，
扎实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实
现富国与强军的高度统一。

黄跃进指出， 要充分认清预
备役部队建设现实状况， 利用部
队接受军地双重领导的优势， 发

挥预建营连党委、 支部的核心作
用， 发挥预任军官在预备役部队
军官队伍中的主体作用， 促进各
项工作落实到位， 切实打牢部队
战斗力基础。 要进一步丰富和拓
展双拥工作的内涵形式， 把“地
方所需、 群众所盼、 部队所能”
有机结合起来， 通过成建制参与
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完成急难险
重任务， 切实为湖南“四化两型”
建设贡献力量。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王
晗） 今天上午， 在长沙市委十二
届九次全体 （扩大） 会上， 9位
区县 （市） 委书记就履行基层党
建工作责任向全会述职。 省委常
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现场逐
个进行点评， 他强调， 抓基层党
建要坚持真管真严、 敢管敢严、
长管长严， 推动从严治党新常态
在长沙形成。

“对村级规范化管理喊得
多、部署多，但在制度执行、督促
检查上跟进不够。 ”“城区街道社
区服务形式比较单一。” ……9位
区县 （市） 委书记直面市委常委、
市委委员和基层代表一一述职，

以问题导向为主， 简要讲成绩、
重点谈问题。

除了深刻的自我剖析， 还有
火辣的现场提问。 基层财务管理
如何规范村级财务？ 村级集体经
济发展不均衡怎么解决？ ……区
县 （市） 委书记正面回答， 并提
出解决办法。

“大家要以这次述职为新的
起点， 把基层党建工作时时刻刻
放在心上、 抓在手上， 落实到改

革发展的全过程。” 易炼红强调，
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向“第一责
任” 和“最大政绩” 高度聚焦，
要像抓经济建设一样科学谋划和
务实推进基层党建工作， 把锻造
团结奋斗、 务实进取的班子队伍
作为关键， 在正风肃纪、 严格管
理上动真碰硬， 将夯实基层基础
真正落到实处， 用服务群众的满
意度来检验成效， 打通联系服务
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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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亮党建“成绩单”
易炼红现场点评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乔伊蕾
奉永成） 今天下午， 湖南省第六届企
业文化论坛、 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暨湖南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第十
六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 会议
总结回顾了省政研会近3年来的工
作， 对做好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
刘莲玉出席论坛并讲话。

省政研会第十五届理事会自
2011年底成立以来，以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积极开展
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 较好地发
挥了思想政治工作在推动全省改革发

展、 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的积极
作用。 会议强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 全省各级政研会组织要主动适应
新常态， 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 大力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扎实做好全面
深化改革的宣传教育， 继续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研究。

会议修改了省政研会章程， 成立
了省政研会新的组织机构， 省委宣传
部常务副部长、 省委副秘书长李发美
当选为新一届省政研会会长。 会议还
表彰了2012-2014年度全省思想政
治工作先进单位、 优秀思想政治工作
者、 优秀政研会、 优秀政研干部和优
秀政研成果。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胡宇
芬 通讯员 金文锋） 今天， 全省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
作领导小组会议在长沙召开。 副省长
李友志充分肯定今年工作取得的成
效， 要求进一步认识“双打” 工作的
重要性， 加大打击力度， 各成员单位
既要切实履职， 主动作为， 又要互通
情况， 形成合力。

会议通报了2014年全省“双打”
工作进展。 截至11月底， 全省行政
执法部门共立侵权假冒案件12313
起， 涉案金额1.1亿元。 公安系统破

案411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722名，
涉案金额1.2亿元。 检察机关共批准
逮捕侵权假冒犯罪案件169件338人。
法院系统受理案件330起， 判决435
人。 特别是长效机制建设取得新进
展， 10个行政执法部门均制定出台
了行政处罚信息公开实施细则， 公开
各类行政处罚案件信息累计1036条。

会议提出，2015年我省将打击侵
权假冒作为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
向， 深化长效机制建设， 加强协调联
动，着重加强市县工作力度，努力建设
法治化营商环境。在重点任务落实上，
要求法院系统加大刑事制裁力度，加
大罚金刑的适用与执行力度， 从经济
上剥夺侵权人再次犯罪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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