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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代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
建设服务型党组织明确提出：“要把基
层党组织的工作重心转到服务发展、服
务民生、服务群众、服务党员上来，使基
层党组织领导方式、工作方式、活动方
式更加符合服务群众的需要。 ”在这一
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靖州县把“加强
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作为基层党建工作
主题，为夯实基层基础、推进扶贫攻坚、
构筑美丽乡村幸福家园提供了坚强组
织保障。

推进简政放权，深化便民服务。 理
顺并下放了与群众生产生活、创业经营
息息相关的56项行政审批服务事项，整
合到各乡镇便民服务中心集中办理。 设
立村级代办点，推行赶集日在乡镇集中
代办， 赶集日前一天在村部统一代办，

团寨日常代办，对孤寡、五保等特殊群
体上门代办四种代办模式。

坚持党建带动，推进精准扶贫。 探
索了建强支部引领扶贫、 发展产业促
进扶贫、兴办实事支持扶贫、集体经济
助推扶贫等10种基层党建与精准扶贫
有机结合的做法。 建立了从县级领导
到党员干部联系帮扶城乡贫困户各1
至10户的结对帮扶机制。 对全县69个
贫困村实施派驻工作队 “一对一 ”帮
扶，一定三年、不脱贫不撤队。 整合部
门项目资金 ，用于贫困村 “水 、电 、路 、
气、房、环境整治”项目建设。

发展集体经济 ， 增强服务能力 。
2012年底， 靖州196个行政村和城镇社
区中， 只有80个村 （社区） 有村级集
体经济收入。 两年多来， 各村级组织
不断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 积极探索
门面开发、 特色园区、 项目帮扶、 土

地流转、 专业合作、 资源开发、 招商
服务、 创业带动等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模式， 现已有74个村 （社区） 摘掉了
集体经济收入 “空白村” 帽子。

创新工作机制，规范村级管理。 探
索形成了村级组织建设“一二三四五”
工作法：确立村党支部的领导“一个核
心”；实施村级重大事项决策前报乡镇
党委政府、审核后按程序决定的“两级
决策 ”；搭建乡镇集中代办 、村部统一
代办、团寨日常代办“三个便民服务平
台”；落实阵地建设、工作程序、“三资”
管理、队伍建设“四个规范”；加强乡镇
党委考核监督 、 纪检监察廉政监督 、
“两代表一委员 ”民主监督 、村务监督
委员会全程监督、 村民评议监督 “五
项监督”。

实施“五位一体”，发展特色经济。
抓住靖州入选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和

全省农副产品加工重点县机遇， 全县
基层党组织在发展杨梅产业等优势特
色产业中探索了 “加工园区+种养基
地+科研中心+现代物流+文化旅游 ”
五位一体产业发展新模式， 努力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和生态效益有机统一。

夯实基层基础 ， 强化服务保障 。
实行农村党员轮训制度 ， 每年对村
“两委 ” 主要负责人 、 班子成员和农
村党员分级轮训。 面向村 （社区） 书
记、 主任公开招考了多名行政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提高了村干部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 投资数千万元， 实现了村
级、 社区活动场所全覆盖和规范化建
设。 同时成立乡镇党建工作站， 大幅
提高了村级、 社区运转经费及村干部
误工补贴。

（作者系靖州县委书记）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登魁） 一次播
种， 两季收成， 种再生稻效益可
观。 今天，省农委在益阳市大通湖
区召开现场观摩会，推广再生稻。

再生稻是指在一季稻成熟
后， 割下植株的三分之二， 收取
稻谷； 留下植株的三分之一， 保
存根系， 让其再长出一季稻子。
近3年， 省农技推广总站选择光
热不够种双季稻、 但种一季稻又
有多的地区， 在大通湖、 沅江、
长沙、 醴陵等10多个县 （市区）
示范种植再生稻， 今年全省再生
稻已发展至40万亩。

记者随专家现场看到， 沿千
山红镇的五七村、 大西湖村、 白
龙村、 向南村一线， 连片万亩再
生稻， 禾蔸发新秆， 稻穗满田
间。 抽穗早的再生稻谷粒泛黄，
10天后即可收割。 据白龙村村民
左光辉介绍， 今年他种50亩“黄

华占”， 一季稻九成熟时收割，
收完即放水入田， 禾秆保留25厘
米， 让其再生长， “白捡” 一季
粮。 专家现场评议， 每亩穗数超
过26万， 单产达277公斤； 加上
头一季的单产680公斤， 一亩再
生稻总产957公斤。

现场观摩会上， 中国工程院
院士罗锡文等专家称， 再生稻产
量接近双季稻， 成本却减少一
半； 再生稻米质好， 市场价格每
公斤高达20元； 农民种再生稻，
一次播种， 两季收成， 每亩纯收
入达到1500元以上， 效益比种一
季稻和双季稻分别高出500元和
100元以上。

南方稻区各省争相推广再生
稻， 福建、 四川等省的再生稻面
积早已突破100万亩。 省农委党
组成员、 总农艺师刘年喜称， 从
温光水土来看， 湖南适宜发展再
生稻500万亩以上。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 长沙市举行“妇
女儿童之家” 建设推进会暨优秀
品牌案例集中展示活动。 据悉，
长沙市已在1169个村、 715个社
区推进“妇女儿童之家” 建设，
实现了全市村 （社区） “妇女儿
童之家” 全覆盖。

自2011年以来， 长沙市开
展“妇女儿童之家” 创建工作，
各级妇联组织按照“有固定活
动场所、 有活动开展的必要设
备、 有健全管理制度、 有丰富多
彩活动” 的要求， 逐步建成了服
务妇女儿童的平台， 使妇女儿
童学习有场所、 活动有阵地。 各

级妇联组织并加强其功能与作用
建设， 天心区就在“妇女儿童之
家” 建立“爱心跳蚤屋” 和“科
普活动室”， 使其成为“温暖之
家”、 “科普乐园”。 望城区依托
“妇女儿童之家” 开展中华孝心
示范村创建， 使其成为了“孝友
之家”。 同时， “妇女儿童之家”
也成为妇女儿童维权服务中心，
浏阳市“邻里守望反家暴”、 天
心区的“妈妈禁毒联盟”、 开福
区“鑫晨婚姻家庭综合服务中
心”、 雨花区“他乡美” 外来务
工妇女俱乐部等做到了“妇女儿
童之家” 维权在基层， 关爱在身
边。

学讲话 用讲话
心得录

瞿海

“严以修身”是“三严三实”的第一
“严”，没有修好身就难以用好权、谋好
事； 没有修好身就难以自律、 难以做
人；没有修好身就难以做到创业实、做
人实。 作为领导干部，要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在理论、政治、道德、纪律、作风五
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的要求， 不懈修
身 ，终身坚守 ，把 “严以修身 ”内化于
心、外化于形、固化于规。

要以“勤学”修身。 要通过学习增
长智慧， 加快知识更新、 优化知识结
构、拓宽眼界视野，着力避免陷入少知
而迷 、不知而盲 、无知而乱的困境 ，着
力解决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
的问题，为做好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要
通过学习坚定党性，以《党章》为镜，不
断检视自身信念， 始终做到政治上坚

定自信、 思想上同心同向、 行动上高
度自觉。 要通过学习锤炼品德， 自觉
地把从政之德列入自身修养之中， 在
工作生活中不断陶冶道德情操、 筑牢
道德防线 ， 真正做到讲操守 、 重品
性、 崇正义、 讲诚信、 树家风。

要以 “自省” 修身。 当今社会价
值多元 ， 各种诱惑众多 。 道德滑坡 、
官德缺失往往都是从管不住自己的欲
望开始的。 所以， 党员领导干部对自
己身上的问题， 是习以为常、 听之任
之， 还是朝乾夕惕、 省之改之， 既考
验道德情操也考验党性修养。 扫除作
风之弊， 要把严以修身作为一种内在
的追求 、 自觉的行动 ， 做到勇于反
省、 慎独慎微。 要坚持做到 “心有长
城 ”， 不在推杯换盏中放松警惕 ， 不
在小恩小惠前丢掉原则， 始终保持共
产党员本色。

要以 “敬畏” 修身。 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 “领导干部要心存敬畏， 不
要心存侥幸 ”。 “心有所畏 ， 行有所
循 ； 心有所畏 ， 行有所止 ”， 作为领
导干部， 要始终铭记 “功利名禄流水
逝， 心存敬畏天地宽” 的道理。 要敬
畏群众。 始终站稳群众立场， 常思民
生之艰难， 常察百姓之疾苦， 多为民
众办实事、 做好事、 解难事。 要敬畏
权力。 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
是要坚守党性 ， 坚守纯洁 ， 履职尽
责，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有所不为
就是要在权力和非权力的天台上， 自
设 “警戒线”， 构筑 “防火墙”。 要敬
畏法纪 。 玷污法治必将依法受到制
裁 ， 身为领导干部 ， 必须奉公守法 、
公正廉明、 洁身自好， 绝不触犯党纪
国法的 “高压线”。

要以 “作为” 修身。 贯彻 “严以
修身” 要求， 就要在工作中面对重担
敢于挺身而出、 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

上、 面对困难敢于冲锋陷阵， 以 “坐
不住” 的责任感、 “等不起” 的使命
感、 “慢不得” 的紧迫感， 科学谋事、
务实干事， 努力在改革创新上体现担
当， 在克难攻坚上体现作为。 一方面
要为官有为 。 要做想干事 、 会干事 、
干成事 、 不出事的 “好官 ”， 不做碌
碌无为的 “庸官 ”、 无所作为的 “懒
官”、 不负责任的 “混官”、 见利忘义
的 “贪官 ”。 不能热衷于搞劳民伤财
的 “形象工程 ”、 沽名钓誉的 “政绩
工程 ”， 要多干一些打基础 、 利长远
的事情， 既对当下负责， 又对未来负
责， 更对历史负责。 另一方面要为官
有民 。 要坚持勤下基层 、 常跑一线 ，
到工作短板和群众不满的地方摸底调
研。 要把推动发展落脚到改善民生上
来， 让人民群众不断增强对改革发展
成果的 “获得感”。

（作者系郴州市委副书记、 市长）

践行“严以修身” 坚持实在干事

构筑美丽乡村幸福家园

每公斤卖到20元
湖南40万亩再生稻效益喜人

长沙市：

“妇女儿童之家”村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