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4日讯 今天，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等省领导
在长沙市专题督查“转作风、解难
题、抓关键、见实效”活动，并召开
省委常委办公会议，决定向长沙市
下放45项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促推长沙在全省新一轮发展中
承担更大责任和使命。

省领导孙金龙、陈肇雄、韩永
文、 易炼红参加督查或出席办公
会议。

重大民生工程要科学规划
不能今天修好，明天开挖

今天的专题督查，重在了解长
沙市在棚户区改造、城郊接合部环
境整治和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中还面临哪些困难，如何解决存在
的问题。

徐守盛一行先后来到黄兴北

路棚户区改造、火炬村城乡接合部
整治、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长沙国
际会展中心片区建设、 黎 社区违
章建筑拆除、沪昆高铁站场及高铁
新城片区建设、南湖滨江片区北部
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工地实地考察。

徐守盛反复叮嘱各级干部：这
些项目都是重大民生工程，是为老
百姓办的实事、好事，一定要科学规
划，切实做好规划、设计、建设、管理
各个环节的无缝对接， 避免重复建
设，千万不能今天刚修好，明天又开
挖； 要充分考虑群众面临的现实困
难，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不放权，长沙会像“小脚女人”
下放45项省级管理权限

在下午召开的省委常委办公
会议上，徐守盛宣布了省委、省政
府的决定， 向长沙市下放45项省
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如果再不赋予相应的权力，
长沙就会像一个‘小脚女人’一样，
被束缚住手脚，迈不开步伐，错失
发展的大好机遇。”徐守盛说，如果
我们还抱着一些该下放的权力不
放，不仅追赶不上先进发达城市，而
且还会耽误长沙的发展，犯下历史
性的错误。他指出，在全省的新一轮
发展中，长沙要承担起更大责任和
使命，就要赋予其更大的目标定位
空间、更大的先行先试权和改革自
主权、更大的市场要素配置权。

徐守盛强调， 全省各级各部门
特别是省直部门要高度统一思想，
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对长沙市先
行单独下放部分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次放权只是第一步
今后将进一步下放管理权限

徐守盛指出，这次“一揽子放

权”还只是第一步，还只是政府职
能转变的一个方面，今后随着发展
的需要和改革的深入，还需要进一
步下放省级管理权限。

在会上，杜家毫说，长沙是全
省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代表着湖
南的形象。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
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一
如既往支持长沙发展，尤其要把省
里的政策优势与长沙的发展优势
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放大政策效
应，不断挖掘发展潜力，在加快长
沙发展的同时， 辐射带动全省发
展。长沙要以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下放为契机，始终走在全省改革
创新前列；要把承接下放管理权限
与优化发展环境结合起来，研究制
定各级政府机构改革的具体措施，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全省面上
的改革探索路子， 努力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作法。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2013年10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吴金 美编/叶海琳 校对/张郁文A02 政情/黄页

长沙 13～21℃ 多云
株洲 13～21℃ 多云
湘潭 14～22℃ 多云
衡阳 13～22℃ 多云
岳阳 14～22℃ 阴
益阳 12～20℃ 阴
常德 12～20℃ 阴
娄底 12～20℃ 阴
怀化 11～21℃ 多云
邵阳 12～22℃ 小雨
郴州 18～26℃ 小雨
永州 17～23℃ 阴
吉首 11～20℃ 阵雨转阴
张家界14～20℃阴

湖南14市州明日天气

本报10月14日讯 2014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即将开
始，报名和公共科目笔试时间
已确定。申论考试时间将由原
来的2.5个小时延长至3个小
时，据介绍，本次招录共有130
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
参加，计划招录1.9万余人。

10月15日以后，报考人员
可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 户 网 站（http：//www.
mohrss.gov.cn）、国家公务员
局 门 户 网 站（http：//www.
scs.gov.cn） 及考试录用公务
员专题网站（http：//bm.scs.
gov.cn/2014）查询招录部门、
招录职位信息、招录政策、咨询
电话以及招录公告等情况。

《公告》 明确笔试公共科
目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
申论两科。报考中联部、外交
部等部门日语、法语、俄语、西
班牙语、阿拉伯语、德语、朝鲜
语(韩语)等7个非通用语职位
的人员，还将参加外语水平考
试。报考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特殊专业职位的人员，还将
参加专业考试。

据国家公务员局考录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对往年
的申论答题分析，今年申论考
试时间略有调整， 由原来的
150分钟延长至180分钟。

此外，记者从湖南省人社
厅获悉，今年“国考”涉及湖南
的职位依旧以湖南省国家税
务局、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
队和长沙海关为“大头”，具体
职位表将于15日对外公布。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刘璋景

公务员“国考”明起报名
申论考试将延长半小时 具体职位表今天发布

日前，徐女士乘坐湘涂公
司湘AT8273出租车从湘雅三
医院至河西人人乐，下车时不
慎把自己的手机遗失在车上。
随后，徐女士拨打了湘涂公司
电话， 公司联系到司机何建
红，何师傅接到电话后迅速掉
头把失物归还给了徐女士。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玲玲

交通…

湘涂又现
拾金不昧好的哥

本报10月14日讯 记者今
日从长沙市旅游局了解到，根
据第十一届中国（浏阳）国际花
炮文化节组委会的统一安排，本
周六（10月19日）的橘洲周末音
乐焰火燃放活动将调整至本周

四（10月17日）晚20:00举行，10
月19日晚上的焰火取消。 下次
橘洲周末音乐焰火燃放时间仍
为周六（10月26日）晚20:00。

■通讯员 杨晓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潘海涛

本周橘洲焰火燃放调至周四

活动…

本报10月14日讯 雨花区
住房困难城市户籍家庭、新就业
大学生和在长沙市稳定就业的
外来务工人员，如果月收入低于
2524元， 就可申请廉租房。日
前，雨花区住房保障局开始中低
收入住房困难家庭申报登记工
作，符合条件的市民可租便宜的
“精装房”。

长沙市雨花区住房保障局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目前，雨

花区政府在联盟佳苑小区承租
了约300套房子，每套房子面积
80平方米左右，统一装修之后作
为公租房。“一套房子装成两个
小户型，租金按市场价来折算。”
该工作人员表示，公租房的价格
约300元左右，家具、热水器、网
线等一应俱全，租客拎包就能入
住。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李琪
实习生 钟婷

住房…

月收入低于2524元可租廉价“精装房”

本报10月14日讯 快递业
进军网购，“顺丰优选”日前正式
登录长沙， 市民购物、“异地送
礼”有了更多选择。

据悉，“顺丰优选” 商品品
种已超13500种， 覆盖生鲜食
品、母婴食品、酒水饮料、营养
保健、休闲食品、饼干点心、粮
油副食、冲调茶饮、美食用品九

大品类，其中超过70%为进口食
品。顺丰优选采用“产地直采”
模式， 商品可24小时从产地直
达用户手中， 并建立了全程可
追溯体系， 扫描包装上的二维
码即可了解商品从生产、加工、
包装、储存、运输直至入手的每
一个细节。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肖祖华

网购…

“异地送礼”有新选择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2013年10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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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开奖

【网上报名】
10月16日8：00至10

月24日18：00，考生填写好
报考申请后要经过审查，
具体审查时间为10月16日
至10月26日， 在此期间考
生应核实自己报考申请是
否通过了审查。

【报名确认】
确认时间为11月2日

9：00至11月7日16：00，在
所选考区考试机构网站进
行网上报名确认及缴费。

【打印准考证】
11月18日10：00至

11月23日12：00期间可
以在所选考区考试机构
网站下载并打印准考
证。

【考试时间】
公共科目笔试时

间为11月24日， 上午
9:00-11:00考察行政
职 业能力测验 ，14:00
-17:00考申论；

7个非通用语职位
外语水平考试的时间
为：11月 23日 14:00－
16:00；

银监会及其派出机
构、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
特殊专业职位专业考试的
时间为：11月 23日 14:
0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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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守盛杜家毫专题督查研究长沙发展的重大问题

向长沙下放45项省级管理权限
如果再不赋予相应

的权力，长沙就会像一个
“小脚女人”一样，被束缚
住手脚， 迈不开步伐，错
失发展的大好机遇

如果我们还抱着一
些该下放的权力不放，不
仅追赶不上先进发达城
市，而且还会耽误长沙的
发展，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只要有利于增活力、
促改革、利发展，只要不
违反法律法规，我们都可
以放权。放权的形式也可
以更加灵活多样。

———徐守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