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优秀等次（16人）：

新邵县：阳晓华 陈历贤

洞口县：艾方毅 周乐彬

城步苗族自治县：罗建南 杨博理

新化县：朱前明 左志锋

江永县：周立夫 唐德荣

新田县：唐 军 秦山成

通道侗族自治县：印宇鹰 杨秀芳

桑植县：刘卫兵 赵云海

合格等次（11人）：

邵阳县：蒋 伟 袁玉华

新宁县：秦立军 谭精益

麻阳苗族自治县：李卫林 李仕忠

辰溪县：杨一中 谢建军

永顺县：陈海波

龙山县：刘冬生

耒阳市：罗 琼

根据《湖南省教育督导条例》和《湖南省县级人民
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方案（2014 年－2020 年）》，
2019年，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对全省14个
县开展了第三轮县级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
对2018年接受督导评估考核的1个待定等次市进行
了复查。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认定新邵县等8个县
人民政府教育工作、阳晓华等16名县级党政主要领导
教育工作实绩为优秀等次，邵阳县等7个县市人民政

府教育工作、蒋伟等11名县市党政主要领导教育工作
实绩为合格等次；认定耒阳市等3个县市的义务教育、
新宁县的普通高中教育、邵阳县的职业教育为单项督
导评估优秀等次；新邵县等9个县人民政府的教育强
县（市、区）建设工作评估验收合格，认定为我省第六批
教育强县（市、区）。

希望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党政主要领导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

神，按照全国、全省教育大会要求，进一步坚持教育优
先发展战略地位，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依法保障教
育投入，不断优化教育发展环境，切实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为建设科教强省、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作出新贡献。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
2020年2月10日

关于2019年县级教育工作
“两项督导评估考核”结果的通报

2019年县级教育工作“两项督导评估考核”结果

优秀等次（8个）：

新邵县人民政府

洞口县人民政府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新化县人民政府

江永县人民政府

新田县人民政府

通道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桑植县人民政府

合格等次（7个）：

邵阳县人民政府

新宁县人民政府

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辰溪县人民政府

永顺县人民政府

龙山县人民政府

耒阳市人民政府

单项督导评估优秀等次（5个）：

义务教育：耒阳市 新宁县 永顺县

普通高中教育：新宁县

职业教育：邵阳县

教育强县（市、区）（9个）：

新邵县

洞口县

城步苗族自治县

新化县

江永县

新田县

通道侗族自治县

桑植县

永顺县

二、县级党政主要领导教育工作实绩督导考核结果一、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结果 (以考核期在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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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沈德良 彭艺

抗击疫情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举国
行动，更应当是一场遵循客观规律、做
到科学有序的战役。

疫情阻击战开始以来，各地坚决按
照“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的总要求，全面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经过艰苦努力，疫情形势出现积
极变化，防控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无论是“积极变化”，还是“积极成
效”，这份战果来之不易，是“与时间赛
跑、与病毒搏斗”，付出巨大牺牲后得
来的。坦率而言，阻击战是一场遭遇
战，无论是物资准备，还是思想准备、
应对策略上，都是一场空前的挑战；一
直到现在，无论个体还是社会层面，在

“正确理性看待疫情”“科学有序防控”

等问题上，还存在不周全、值得改进的
环节。

如同其他认识一样，面对这场突
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人们无论是对疫
情本身还是对防控工作的认识，都有
一个由浅入深、从措手不及到胸中有
数的过程。比如，疫情暴发之初，“满不
在乎”的侥幸心理与“过度反应”的恐
慌心理，是体现于个体身上比较典型
的两个极端；在社会层面，有的地方在
疫情防控措施上发力过猛，以至于搞
层层加码，在阻隔疫情蔓延时简单采
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一断了之的措
施，个别地方劝返疫区籍人员时不分
对象“一刀切”。因此，在推动这场遭遇
战向主动战的转换过程中，有必要将
科学防治、科学防护提到更加突出的
位置。

科学防治，首先要有科学的认识。
当前，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
阶段，毫不放松做好疫情防控依然是当
前第一位的工作，需要以不断提高收治
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的成
效，来提振人民的信心与耐心。当然，

“第一位的工作”绝非“唯一的工作”，要
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分类指导、分区施
策，尤其是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更要
以实行分区分级精准防控为抓手，统筹
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秩序恢复。

科学防治，需要科学的工作方式。
方法越科学，防控就会越有力有效。回
顾前一段的阻击战，我省从实施“六个
最严格的”的防控措施，到实施“集中患
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
救治方略，从向疫情防控任务较重的长
沙、岳阳、怀化、常德等地派出指导组，

到推动检测工作下沉，着力提高诊治效
果，一系列以战时标准与要求出台的举
措，既符合实际、尊重科学，也是对科学
防治、精准施策要求的遵循。

越是大灾大难面前，越要秉持科学
态度，坚守科学常识，相信科学力量。既
需要以科学防护、科学防治态度做好疫
情监测、排查、预警等工作，也需要发挥
医务人员一线中流砥柱的作用，依靠科
学的力量战胜疫情、治病救人，更需要
大力普及科学知识、涵养科学理性心
态，为打好疫情防控主动战营造良好的
后方环境。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
烧”。只要秉持科学精神，将科学防治贯
穿于防治疫情的全过程，我们就一定能
打好正在进行的主动战，早日送走新冠
病毒“瘟神”。

谢四平

2月12日，省委文明办特别颁授支
援湖北抗疫医疗队为“湖南好人”群
体。在草木蔓发、春光在望的时节，这
一颁授决定，无异于将最美的鲜花献
给正鏖战一线的“白衣天使”。

湖湘儿女素以深沉的忧患意识和
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担当著称。“如果
说这是和平年代的一场全国性战役，
且避无可避，那么作为一名医疗战士，
我的内心已经敲起了战鼓：既要战，那
就战！”这豪气干云的誓言，出自湘雅
三医院护士刘亚琪之口。当疫情来临，
一声令下，这些湖湘“白衣天使”如出
征战士，义无反顾奔赴疫情防控最前
沿，84 家医疗单位近 1000 名医务工作
者，驰援湖北武汉、黄冈，同时间赛跑、
与病毒较量，发挥出阻击疫情火线上
的“中流砥柱”作用。他们中，有两鬓斑
白的教授，有抗击非典决战小汤山的
医生，有刚刚失去至亲的老护士长，还
有刚出校门的年轻护士……特殊战
场，身份不同，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
字：医疗湘军。在艰苦的抗疫救治战
场，“医疗湘军”顽强拼搏、不辱使命，
展现了湖湘文化中“吃得苦、霸得蛮，

扎硬寨、打硬仗”的精神特质，受到医
界同行和病患者高度评价。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
替我们负重前行。”将这句几乎固化的
流行语用在所有奋战在阻击疫情一线
的医务人员身上，可谓恰如其分。电视
画面里，新闻图片中，我们也许看不清
这些戴着口罩的“出征战士”的面孔，但
却可以感受到一双双露在口罩外面的
眼睛，如冬天里的一簇火、一道光，照亮
着前路、温暖着人心。

当更多的人坐在平静安全的办公
室，或者在暖意融融的家中喝着热茶、
看着电视，或者正堂前尽孝、膝下承欢
时，请不要忘记，有义务、更有责任守好
脚下的“防火墙”，护好身旁的“隔离
带”，不要辜负众多医务工作者夜以继
日、不怕牺牲的坚守与付出。

古人有云：“但立直标，终无曲影”。
正如颁授词所说，湖南支援湖北抗疫医
疗队“奔赴湖北抗疫第一线，践行救死扶
伤、医者仁心的职业精神，展现了湖湘儿
女良好的精神风貌和无畏的奉献精神。”
他们“逆行”的背影，续写新时期的湖湘
精神，为平凡人树立了“但行好事莫问前
程”的标杆。致敬他们，将最美的鲜花献
给他们，就是捍卫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

李云勇

据《湖南日报》报道：益阳市运用
“智慧交通”集智抗疫，使疫情隐患车
辆变得可知可视可控，可以说是“见疫
智为”的很好示范。

运用“智慧交通”集智抗疫，好处
真不少。

“智慧交通”让抗“疫”物流畅通快
捷。战“疫”时期，如何做到阻击疫情和
保物流畅通两不误，就需要智慧解题。
从 2月 5日起，益阳市公安由设卡检查
转为精准防控，依托大数据分析，精准
防控各类车辆。至 2月 11日下午，已排
查出在益阳境内通行的无风险重点车
辆511台，排查和管控存在风险的重点
车辆 503 台。如同医院化验单，一单在
手，各院通用，“智慧交通”一“网”了然，
该管控的立即管控，该放行的快速放
行，从而保障了战“疫”物流高效运转。

“智慧交通”让“表格抗疫”没有市
场。目前有基层干部反映，防疫期间一
天要填报十几份表格，这些表格由不同
部门下发，内容基本相同，只是格式、体
例稍有差异。“表格抗疫”让人忧，益阳
市公安另辟蹊径，巧妙解题，采用现代
化的管理方式，运用高科技的手段，实
施“智慧交通”，相关的交通等情况一

“网”了然，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繁琐
的表格填报，远离形式主义，提高工作
效率，腾出更多的人财物，让资源尽可
能投入到战“疫”一线。

蛮干打不赢抗疫战，必须巧干实
干。益阳市公安依托“智慧交通”平台，
通过获取全市每天在道路上行驶的重
点车辆信息实施分类管控，同时全面做
好城市疫情相关信息采集、核实及上报
工作，做到疫情隐患车辆可知、可视、可
控，从而实现快速发现、快速处置，不失
对各行各业科学战“疫”的一个范例。

但立直标，终无曲影

“智慧交通”示范“见疫智为”

史海威

有消息披露：“字节跳动”5 万人在
家办公，效率不降反升。字节公司通过
开发使用在线办公工具，比如沟通工具

“飞书”、协同工具“协同文档”、分析和
管理工具“日历”，促进了员工高效协
同；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员工健康报备效
率和精准度不高的问题，开发“健康报
备”应用，填报率和效率大为提升。

战“疫”期间，武汉红十字会因捐赠
物资发放不及时、不到位被推上风口浪
尖。除了官僚主义作风外，其人工调表
汇总的传统人工分发方式是效率低下
的主要原因。一家专业物流公司接手
后，由于利用了专业的数据技术，慈善
物资发放短时间就实现了精准、可控，
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当今，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大智移
云”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
术在生产生活中广泛运用，给人们的生活
带来极大便利，也对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
了更高挑战。政府传统的办公工具和手段
已经不能满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要求，迫切需要“工具革命”。

应该说，近年来各级政府部门通过
优化工作流程，采取清单式、表格化管
理调度，限制文件、报告字数，使用“钉
钉”等网上办公系统，推动工作效率在
原有基础上大为提升，但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比如，在线办公、无纸化办公喊
了多年，却一直没有推开，在应对一些
重大突发事件时力不从心、有心无力，
以至于高效、先进的现代办公工具成为
不了政府办公的“基础设施”。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要强化科技
治理，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
社会治理的机制，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
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
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提高政
府效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必须要迈过“工具革命”这道坎。

科技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各级政
府要善于学习，利用阻击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的治理挑战契机，积极转变观念，
借助平台公司的技术优势，开发出适合
自身特点的办公“工具”，并不断迭代升
级，培养使用习惯，加速提高治理效能，
做到与时代同进步，更好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提高政府效能亟须“工具革命”

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而在一些地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阴魂
不散：多头重复繁重的填表、空洞鼓劲的动员会、停不下来的“迎检大战”、作
秀留痕晒表扬……这些刷存在感无实效的行为，引发群众厌恶与不满。

对此，党中央再三强调，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要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让基层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线。 漫画/王铎 文/罗素

去除抗疫中的形式主义
新闻漫画

抗击疫情应当做到科学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