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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陈湘文

“这本书离我们基层干部很近，很管用。 ”

这是

12

月

25

日上午召开的 《科学发展观在湖

南的认识与实践》 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上一

位乡镇党委书记说的一句很朴实的评价。 今

年

4

月出版的《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

践》，用通俗易懂的形式，全面阐述了科学发

展观在湖南的认识成果， 为指导基层干部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学习贯彻省委、省政府推

进富民强省、科学跨越的重大战略决策，提供

一本好读、好记、好用的理论读本，受到了广

大基层干部的普遍欢迎。 这次座谈会由省委

宣传部主办，邀请了我省

8

个乡镇（区）党委书

记参加，省委宣传部巡视员、省社科联主席郑

佳明主持了座谈交流。

提供理论指导 增强发展信心

大家在座谈中认为，《科学发展观在湖南

的认识与实践》 是近几年来我省理论学习读

物中的精品，编得及时、解渴、管用。

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党委书记刘祥斌

说，《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一书，

全书

11

万字，图文并茂，从湖南的发展方位、

目标、战略、要求、重点、模式、布局，以及可持

续发展、 用人导向和精神支撑等

10

个方面进

行了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科学理论的归纳，我

们乡镇基层党员干部能够看得懂、学得会、悟

得透。 这是一本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的教科

书，使我们廓清了迷雾，掌握了省情，明确了

定位，定准了目标，理清了思路，把握了重点，

找准了路径。

省人大代表、 双峰县荷叶镇党委书记李

增名谈到 ，《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

践》，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在古镇荷叶的农家

书屋里，是农民群众最喜爱阅读的图书之一。

在进行第三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荷叶镇把《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

作为学习实践活动的重要教材来学习， 大家

深入学习省委书记张春贤关于湖南要实现科

学发展必须牢牢守住四条底线的论述， 更加

清醒地认识到良好的环境、清新的空气，是荷

叶的生态优势，也是荷叶经济发展的优势，更

加认清了保护青山绿水对于荷叶科学发展、

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镇的重大意义。

临澧县新安镇党委书记汪年生深有感触

地说，《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一

书提振了我们的信心。 曾几何时，“农业大省、

工业弱省、财政穷省”的帽子压得湖南人抬不

起头，也遮住了湖南人的视线，而身处基层，

往往又把问题看得更多一些， 把困难看得更

大一些。 读罢《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

践》一书，领会新一届省委、省政府提出的湖

南要在中部率先崛起、 加快推进富民强省的

一系列战略举措，胸中顿时迷雾散尽、豁然开

朗，倍感振奋和欣慰。 湖南发展方位的确定，

体现了新一届省委、 省政府对省情的科学分

析和准确判断，“科学跨越、富民强省”战略目

标的确立，“一化三基”、“两个转变”、“三个强

省”、“四条底线”等发展战略的实施，既适应

时代发展要求，又符合湖南实际，体现了新一

届省委、省政府的睿智和全省人民的愿望；而

“弯道超车”发展思路的提出，更显出新一届

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谋求发展的气魄与胆

识； 尤其是一系列令人佩服的数据和目不暇

接的新变化， 无疑就是湖南跨越发展的铿锵

脚步，真切地感到“湖南发展的黄金时代开始

到来”。

保靖县复兴镇党委书记向进对 《科学发

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 论述的 “敢为人

先”的精神深有体会。 他说，“敢为人先”就是

要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做前人没有做过的

事。 民族贫困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尚有很大

差距，要坚持科学发展、实现科学跨越，更应

弘扬“敢为人先”精神，切实增强科学发展的

精神动力。 对《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

践》这本书的系统学习，使我们对农村乡镇的

发展更加充满信心，我们坚信在省委、省政府

的正确领导下， 贫困地区一定能走出一条经

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科学道路， 广大农民

群众一定能尽快脱贫致富奔小康。

明确发展思路 推动科学跨越

学习 《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

践》，不仅是在理论上得到了认知，更重要的

是得到了实践的启迪， 为基层干部厘清发展

思路、转变发展理念、实现科学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指导。

临澧县新安镇党委书记汪年生说， 新安

镇是临澧的工业重镇、产业大镇，但发展水平

不高、步伐不快，如何实现新安的跨越发展，

一直困扰着镇党委、镇政府。 对照省委、省政

府的战略决策和发展思路， 我们认真反思新

安镇的发展实践，重新审视发展决策，使我们

的发展思路更加清晰， 即： 大力实施项目兴

镇，通过招商引资加大项目建设力度，以项目

为支撑推进工业强镇；着力推进产业富民，通

过做大做强传统产业，不断拓展特色产业，促

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统筹推进城乡建设，加

快小城镇建设，加快新农村建设，实现新安镇

向经济强镇、宜居新镇转变。

张家界市永定区沙堤乡党委书记刘祥斌

认为，张家界市的财富就是生态，山清水秀空

气好。

2006

年，省委书记张春贤提出“把张家

界建设成为世界旅游精品”，张家界市第五次

党代会作出了建设世界旅游精品、 加快富民

强市的战略决策， 力争在

2020

年建成世界旅

游精品，成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地。 沙堤乡距

市区

6

公里，距武陵源

12

公里，横贯本乡的张

清公路把城区和景区连在一起， 区位优势明

显，应该乘势而上，紧紧围绕旅游做文章，大

力发展现代农业和旅游农业， 努力推进旅游

服务重点项目建设， 致力打造旅游休闲度假

区，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步伐。

沅陵县沅陵镇党委书记龚德铜说， 沅陵

县是集“老、少、边、穷、库”（革命老区、少数民

族地区、湘西边陲、国家级贫困县、库区移民

大县）于一体的后发展山区，沅陵镇虽然是县

城所在地， 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依然十分

薄弱， 必须突出抓好基础工作。 做好基础工

作，要通过开展行政服务优化发展环境。 开展

好以“百名干部下基层，为工业、为农业、为社

区、为招商引资服务”为内容的“四项服务”活

动。 做好基础工作，要依托项目建设积聚发展

动力。 针对产业基础薄弱、资源分散的状况，

开展 “农业特色产业基地”、“文化旅游圈”和

城区文明创建“双百工程”建设。 做好基础工

作，要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增强发展潜力。

新宁县高桥镇党委书记姚美春说，学习《科

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一书后，掩卷而

思， 我们真切地感受到， 作为党的基层领导干

部，科学发展观是最现实、最有效的理论武器。

特别是相对贫困落后的地方， 更应以科学发展

观为指导。 实现科学跨越， 必须要找准发展方

位。 “位居中部而不甘居中游”、“率先崛起”、“跻

身十强”的战略定位，既符合湖南的实际，又体

现了三湘儿女敢为天下先的豪情。 高桥镇地处

新宁西北干旱走廊，自然条件差，经济贫困，一

定要围绕创建全国文明村镇，全力打造“烤烟

强镇、煤矿富镇、文明新镇”，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 实现科学跨越，必须要创新发展模式。 要

确保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 必须

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 要树立“整体规划、合

理布局、组团发展”的农业产业发展思路，并

重点做到“三个结合”，即：尊重风俗民情，与

乡风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注重本地实际，与土

地合理利用结合起来；着重全程服务，与发展

现代农业结合起来。 实践科学跨越，必须要夯

实发展基础。要加强基层班子建设，不断增强基

层班子凝聚力、战斗力；要维护好农村的安全稳

定局面， 倡导农村先进文化， 促进乡风文明创

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实现农村经济

的跨越发展作好铺垫。

落实“三个不吃亏”

扎根基层干事创业

参加座谈的乡镇党委书记对于 《科学发

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的一个共同的感受

就是，书中所表达的省委、省政府对于基层工

作的重视和对于基层干部的关心。 大家在座

谈中说，基层条件艰苦，干事创业很不容易。

“三个不吃亏”的用人导向，使基层干部充满

期待，充满激情。

望城县委常委、 黄金乡党委书记郭卫平畅

谈自己的亲身体会。 她说，省委提出“三个不吃

亏”的用人导向，要求把选人用人的目光更多地

投向基层，注重选拔基层优秀干部，注重把优秀

干部选派到基层，体现了对于基层工作的重视。

我于

2009

年

9

月被长沙市委选派到了基层

,

作为

“三个不吃亏”的受益者，深受鼓舞，倍感责任重

大， 更要做好把省委用人导向贯彻落实到基层

的工作。 作为县乡基层，落实“三个不吃亏”，一

是要创新用人理念，为优秀村干部脱颖而出“搭

好台”。 望城县打破身份限制，出台了《关于加强

基层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 明确从优秀村

(

社

区

)

书记中选拔录用公务员和乡镇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基层干部的工作热情。

二是要拓宽选拔视野， 为农村培养引领发展的

“领头雁”。 望城提出大力实施“能人治村”战略，

从致富能人中“选”、从返乡人才中“引”、从大学

生中“考”、从机关干部中“派”。 三是要健全保障

机制，为调动基层干部积极性“铺好路”。 望城县

建立“基本报酬

+

岗位津贴

+

绩效奖励”的工资保

障制度， 并逐步建立健全村级离任干部保障机

制。黄金乡将村正职干部的补助提高到了

130

元

,

副职干部提高到了

110

元

,

力求破解村干部“退后

有所养”的难题，解除村干部后顾之忧。

株洲云龙示范区云田乡党委书记刘政凯体

会到，作为新时期的乡镇干部，必须扎根基层、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他说，一要留些

“土气”，做为民解难的贴心人。 乡镇干部工作在

农村，环境“土”；每天尘埃满身，形象“土”；服务

对象是农民，性情“土”。 这种“土”是深入群众、

贴近群众的本色体现。 要多些“土味”、多讲“土

话”、多办“土事”，真正和群众打成一片，真正为

群众排忧解难。 二要增些才气， 做促民致富的

“领头羊”。 乡镇干部的才气，说到底就是加快发

展、促民致富的本领。 云龙示范区是全省“两型

社会”建设示范区之一，其中云田村又被列为

省委书记张春贤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联系

点，要立足云田实际，结合市情、区情，科学谋

划云田的发展，抢抓机遇，坚持先行先试、边

干边试、敢闯敢试，加快云田建设步伐，把云

田村建设为全省一流的新农村示范点。 三要

多些正气，做让民信服的好公仆。 乡镇干部与

农民群众打交道最直接， 一言一行都影响着

党和政府在农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乡镇干

部要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不讲排场，不讲阔

气，心系群众，淡泊名利，争做甘于奉献、作风

过硬、群众满意的优秀干部，在创新进取、干

事创业中不断进步成长。

“这本书离我们基层干部很近，很管用”

———《科学发展观在湖南的认识与实践》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纪实

乡镇党委书记座谈会会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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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优质服务先进

单位分别为 ：芙蓉区 、天心区 、岳麓区 、开福

区、雨花区、长沙县、望城县、宁乡县、荷塘区、

芦淞区、石峰区、天元区、株洲县、攸县、茶陵

县、炎陵县、醴陵市、雨湖区、岳塘区、湘潭县、

湘乡市、珠晖区、雁峰区、石鼓区、蒸湘区、南

岳区、双清区、大祥区、绥宁县、城步县、岳阳

楼区、云溪区、君山区、华容县、汨罗市、屈原

管理区、武陵区、鼎城区、澧县、临澧县、桃源

县、石门县、津市市、西洞庭管理区、西湖管理

区、武陵源区、资阳区、南县、沅江市、大通湖

区、苏仙区、永兴县、资兴市、零陵区、东安县、

中方县、麻阳县、新晃县、芷江县、靖州县、通

道县、洪江市、洪江管理区、娄星区、花垣县、

保靖县。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一类单位分别

为：浏阳市、韶山市、衡山县、衡东县、耒阳市、

常宁市、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新宁县、武

冈市、岳阳县、湘阴县、平江县、临湘市、安乡

县、汉寿县、永定区、慈利县、桑植县、赫山区、

桃江县、北湖区、桂阳县、宜章县、临武县、汝

城县、冷水滩区、祁阳县、双牌县、道县、江永

县、宁远县、新田县、江华县、金洞管理区、鹤

城区、沅陵县、辰溪县、溆浦县、会同县、双峰

县、新化县、冷水江市、涟源市、吉首市、泸溪

县、凤凰县、古丈县。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二类单位分别

为：衡阳县、衡南县、祁东县、北塔区、洞口县、

安化县、嘉禾县、桂东县、安仁县、蓝山县、永

顺县、龙山县。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三类 （重点管

理）单位为隆回县。

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目标

管理达标单位分别为：省农办、省教育厅、省

公安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劳动和社会

保障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卫生厅、省

人口计生委、省广电局、省工商局、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省水库移民开发管理局。

全省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一盘

棋”先进市州和县市区分别为：长沙市、株洲

市、湘潭市、衡阳市、岳阳市、常德市、怀化市；

芙蓉区、开福区、雨花区、长沙县、浏阳市、石

峰区、醴陵市、攸县、岳塘区、湘乡市、湘潭县、

珠晖区、耒阳市、常宁市、双清区、邵东县、邵

阳县、岳阳楼区、岳阳县、平江县、汉寿县、临

澧县、澧县、武陵源区、慈利县、赫山区、南县、

永兴县、宜章县、嘉禾县、冷水滩区、祁阳县、

宁远县、洪江市、辰溪县、溆浦县、双峰县、新

化县、吉首市、保靖县。

全省整治 “两非” 先进市州和县市区分别

为：湘潭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永

州市、怀化市、娄底市；浏阳市、宁乡县、炎陵县、

湘乡市、湘潭县、雁峰区、耒阳市、衡阳县、衡山

县、衡东县、常宁市、祁东县、邵东县、隆回县、洞

口县、汨罗市、华容县、鼎城区、汉寿县、津市市、

赫山区、桃江县、北湖区、资兴市、冷水滩区、零

陵区、祁阳县、东安县、双牌县、道县、江永县、宁

远县、新田县、辰溪县、溆浦县、新晃县、会同县、

靖州县、通道县、娄星区、冷水江市、涟源市、双

峰县、新化县、龙山县。

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对在

2009

年度人

口计生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单位分别予以

奖励，对隆回县实行“一票否决”，并落实重点

管理措施，加大指导和管理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