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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兴华 欧阳海涛

1986年春节后上班，株洲市四
大家班子领导接到的第一个通知
是“学习”。谁也没想到，从那时起，
这一学习制度就再也没有改变过，
至今已坚持28年。组织中心组学习
两天列为春节后上班第一件事，已
成株洲市雷打不动的规矩， 先后7
任市委书记一直坚持下来。

当初一项临时性决定，为什么
会变成28年不变的铁打的制度？对
此，现任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有着
自己独到的认识。他说，这项制度
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不只是有意
为之，更在于这是一种需要。一般
来说，春节过后，人们的精力重新
集中，进入角色，开始新一年的工
作， 这时最需要的是理清思路，把
握方向，凝聚干劲，使各项工作尽

快走上正轨。而这种需要，才是春
节后株洲市委中心组学习制度能
够坚持下来、从不间断的关键。

事实证明， 株洲市委这一学习
制度，对形成良好学习风气，引领经
济快速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1986年，株洲市委在春节后上
班第一天开展中心组集中学习的
第一年， 该市就掀起解放思想、理
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三股新风，
一批学习成果先后刊登在《求是》
等有影响的理论刊物上。其中《从
“非此即彼” 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
来》、《向结构优化要效益》、《改革
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 等文章，
不仅推动着全市思想的大解放，对
外也产生了不小影响。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根
据株洲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的特
点，市委中心组学习的重点，放在
如何改革企业管理制度，打破“铁

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改变
职工吃企业、企业吃国家“大锅饭”
旧体制等上面。这个时期，国务院
确定株洲为全国企业劳动、 人事、
工资3项制度改革试点城市， 形成
了著名的“株洲经验”。

同时，通过学习认清形势、形成
共识，市委、市政府大胆决策，在全
省率先推进国企改革， 实行国有资
本、职工身份“两个置换”，并成为全
国深化国企改革、 攻坚克难的成功
范例，被誉为国企改革“株洲现象”。
这些，都受到中央领导高度肯定。

2007年春节后，株洲市委中心
组学习的课题是“长株潭城市群发
展战略”。当时，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 省发改委联合制订出台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提升”方
案，“长株潭融城” 呼声渐渐高涨。
当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和
长株潭城市群为“两型”社会建设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关键之时，
株洲再次取得主动。

学习， 总是紧跟时代变化，瞄
准变化前沿，株洲市许多工作由此
走在全省前列。目前，株洲综合实
力在湖南排名第二、在中部非省会
城市排名第一，并成为全国城市综
合竞争力百强城市、中国优秀旅游
城市、国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
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
市、中国10大最具投资价值城市。

同时，一度成为“全国十大污
染城市”的株洲市，通过推进新型
工业化、 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
城市面貌脱胎换骨。 今天的株洲，
不仅早已甩掉污染帽，还将城区公
交车全部置换成环保电动车、建成
全国首座电动公交城，通过投放自
行车近2万辆、设点1020个，建成影
响全国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低
碳交通成了新的城市名片。

15日后天气有望好转
油菜冬前苗期生长重要阶段，应加强田间管理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尹婷）寒意瑟瑟，
雨水涟涟。受“海燕”外围云系和冷空气的影响，11日我省出现
大范围强降雨天气，31县市降暴雨。气象预报称，13日起，全省
降雨呈现整体减弱态势，预计14日之前，省内气温持续低迷。

据实况气象资料显示，11日8时至12日8时，全省平均降雨
量44.3毫米，湘东、湘南地区雨势较强，包括省会长沙、株洲、娄
底和衡阳在内的31县市日降雨量超50毫米，其中日最大降雨量
出现在永州的双牌，达76毫米。专家指出，此次冷空气势力强
劲，可谓下半年以来最强，预计13日起，全省降雨强度和范围将
逐渐减弱，15日后省内天气有望好转，气温回升。

冷空气来袭，省内还将持续几天低温湿冷天气，大家外出
需做足保暖防寒工作。农业气象专家提醒，目前是湖南油菜冬
前苗期生长重要阶段，应加强油菜田间管理；降水量较多的地
方，及时开沟排水，以防土壤过湿对油菜苗的影响；对长势较差
的油菜幼苗，要及时增施硼肥，促进冬前生长。此外，抓紧做好
冬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准备，适时开展冬修、冬造工作。

本报11月12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
讯员 周卫龙）“为省委当高参、设大谋不
够”、“对会议、活动、文件简报等事项把
关不够严”、“安排领导活动和下基层调
研大多事先踩好了点” ……11月11日至
12日， 省委办公厅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认真查摆
“四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省委常委、省
委秘书长韩永文主持并讲话。

为提高会议质量，会前，省委办公厅认
真组织学习讨论，先后5轮广泛征求意见建
议，深入诚恳开展谈心谈话，深刻进行剖析
检查，坚持边整边改，并就开展批评与自我
批评、抓好整改落实等作出精心安排。

会上，韩永文代表省委秘书长会作了
班子对照检查发言，梳理总结了班子“四
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比如，文山文海、

迎来送往等问题仍然存在；为领导服务倾
注精力较多，为机关、基层和群众服务不
够；精神状态、能力水平、自省自律与新形
势新任务新要求不相适应；有时办文办会
办事从成本控制角度考量不够， 等等。针
对这些问题，省委办公厅领导班子在深刻
剖析原因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
改措施。 班子成员逐一作了对照检查，相
互之间深入坦诚地开展了批评。

韩永文在总结时强调， 要树立“开
端”意识，克服“闯关”思想，以专题民主
生活会为新起点， 认真做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通报和专题报告、 整改落实和建章
立制等工作，带头加强思想作风建设，确
保教育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省委第十七督导组组长唐东平和省
纪委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并点评。

本报11月12日讯（记者 张斌）“抱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工作主动性不
够，标准不高，管理创新不多”、“存在不求
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对身边工作人员
要求不严”、“与一线法官交流较少， 培训
针对性不强，在培训成果的运用、提高办
案质量上还要继续下功夫”……11月11日
至12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召开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省
高院党组书记、院长康为民主持会议。

为提高会议质量， 省高院会前专门
召开了全院动员大会， 两次进行民主评
议征求意见92条， 三次召开座谈会征求
意见161条，向省、市有关单位以及省人
大代表、 政协委员发出征求意见函1600
余份征求意见196条。

会上， 康为民代表省高院党组对党
组“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了认
真查摆。如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表现在
工作不实、学风不正、调研不够、指导缺
位、管理不善等；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

表现在群众工作意识有待加强、 队伍管
理不够严格细致等；在享乐主义方面，主
要表现在精神懈怠、 工作创造性和开拓
性不够等；在奢靡之风方面，存在铺张浪
费、节约意识不强等现象。

康为民带头对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
查摆，就自身存在的深入基层不够、创新
意识不强等问题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提出了相应的整改措施。 省高院党组成
员紧密联系个人思想、 工作实际和岗位
职责以及成长经历， 在会上逐一进行了
自我剖析和对照检查， 并接受了其他同
志的真诚批评。 大家既从自己分管工作
上查摆问题， 又积极认领班子问题的责
任；既从工作中找差距，又从思想上、党
性上找不足。针对查摆出的问题，省高院
党组研究提出了4方面整改落实的思路
和措施， 确保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效性和
长效性，促进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

省委第一督导组组长肖刚强和省纪
委副书记李政科参加会议并点评。

树立“开端”意识
克服“闯关”思想
省委办公厅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从工作中找差距
从思想上党性上找不足

省高院党组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主办提高理论素养 给力改革发展

雷打不动的规矩
———全省市州党委中心组学习巡礼·株洲市篇

■编者按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8·19”重要

讲话精神， 加强和改进全省党委
中心组学习，从今天起，本报将集
中宣传推介我省部分市州委党委
中心组学习的典型经验。 通过宣

传推介这些典型经验， 进一步营
造重视理论学习的良好氛围，充
分发挥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龙头作
用， 推动学习型服务型马克思主

义政党建设，为我省实施“四化两
型”总战略、推进“两个加快”总任
务、实现“三量齐升”总要求提供
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

11月10日，
龙山县民政局
开展 “爱心同
行、 情暖孤童”
活动，组织干部
职工为福利院
孤儿捐款献爱
心，还带着孩子
们到县城郊外
的景区冬游。图
为福利院的两
个小女孩在开
心地荡秋千。
杨志富 张海燕

摄影报道

情暖孤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