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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顶层设计，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定盘子”。
推进新型城镇化， 做好顶层
设计是前提。 我省注重做好
新型城镇化的总体规划，明
确了全省新型城镇化发展的
原则、目标和主要任务，强调
走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一体
发展、 人本发展、 可持续发
展、 创新发展的新型城镇化
路子。

———完善投入体系，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输血液”。
推进新型城镇化， 增加投入
是保障。为了破解“钱从哪里
来” 的难题， 我省主要念好
“引、调、合”三字经，发挥财
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优化财
政支出的调节效应， 发挥财
政管理的整合功能。

———加强生态建设，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添魅力”。为
进一步突出我省城镇生态优
势，要严格执行产业环境准入
制度，推进植树造林、封山育
林、迹地更新、水土保持等生
态工程，推进节能减排，注重
做好“天、地、水”三篇文章。

———破解民生难题，为
新型城镇化建设“拆藩篱”。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 我省
高度重视以人为本， 要降低
“门槛”，让新市民“进得来”；
要扩大就业，让新市民“留得
下”；要完善保障，让新市民
“过得好”。

———健全体制机制，为新
型城镇化建设“搭平台”。健全
的体制机制是新型城镇化的
重要基础。我省要加快土地制
度改革，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加快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多管齐下形成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大合唱”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省委、省政府
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努力整合政府、 社会和市场的资源与力
量，充分调动各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形成推进新型城镇
化的“大合唱”。

———新型城镇化是扩内需的最大
潜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将给我省扩
大内需提供“弹跳板”，城市轨道交通、
供水供电、 天然气管网、 城市排水系
统、通信、文化娱乐等方面的公用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将会明显增加， 带动多
个相关产业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的最大
潜力。 近年来， 由于世界经济复苏缓
慢，省委、省政府深刻认识到：新型城

镇化是稳增长的“新载体”，新型城镇
化是稳增长的“新红利”，新型城镇化
是稳增长的“新动力”。

———新型城镇化是转方式的最
大潜力。省委、省政府分析认为，只有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才能实现产业
结构的集约化、低碳化、高端化；才能
实现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城乡互补；
才能使我省逐步转型为以城市发展
为主导的现代社会。

把新型城镇化作为加快湖南发展的“主平台”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城镇化建设。2007年长株
潭城市群获批为全国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1年
提出了“四化两型”发展战略。
2012年， 全省城镇化率达到
46.7%。 全省上下普遍形成了

“新型城镇化是加快湖南发展
的主平台”的共识和共为。

———坚持中心城市带动， 把城镇
做大。省委、省政府强调，要坚持中心
城市带动，依照科学合理的原则，构建
包括长株潭城市群，市州中心城市，县
城和中心镇等三个层次的城镇体系。

———突出产业发展驱动， 把城镇
做强。 新型城镇化的根本动力来自于
产业集聚，省委、省政府强调，要推进
产业园区建设与城市新区建设的结
合； 推进优势产业发展与特色产业发
展结合；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

———注重承载功能拉动， 把城镇
做精。在这方面，我省主要着力抓好五

方面建设： 抓高效便捷的城市内外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 抓供应充分的市政
公用设施建设， 抓体现社会事业发展
水平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抓保障性
住房等民生工程建设， 抓城市防灾减
灾和应急设施建设。

———实施城乡一体互动， 把城镇
做活。新型城镇化“新”就新在城乡发
展一体化，为此省委、省政府着力推进
“五个一体化”：推进城乡规划一体化，
推进城乡建设一体化， 推进城乡产业
一体化，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推
进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

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新路子

新型城镇化要求实现城乡
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
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
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
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
为此，省委、省政府强调，要按
照更加重视城镇发展动力培
育、更加重视区域协调、更加重
视城乡统筹、 更加重视城镇质
量提升的要求， 努力走出一条
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
城镇化新路子。

非常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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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扩内需、稳增长、转方式的最大潜力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上的认识与实践

·之七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
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按照中央要求，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扩内需、稳增长、转方式的最大潜力，作
为实施“四化两型”总战略的重要引擎，努力走出一条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新路子。当前，我省城镇化建设
步伐不断加快，呈现出由速度型向速度、质量、效益并重型转变、由规模扩张向规模扩张与品质提升并重转变的新态势，
新型城镇化的“湖南梦想”正在变为生动的现实。

“两个人结婚当初没有合法
手续就是没有， 不能说现在
就补回来了， 这不等同于补
齐罚款。”

20多年前， 村民李宗岑与广
东海陵镇政府签下承包开发南鹏
岛的合同，合同期限为70年。在李
宗岑的打理下荒山恢复“绿”貌，
然而近日， 区管委会以当时李宗
岑未与县政府签合同为由， 认定
这份合同为无效， 并将李宗岑告
上法庭。工作人员如此解释。

保钓拉拉队： 是县政府大老
爷的小舅子想承包了吧？

网事倾城： 没办结婚证的事
实婚姻最好的办法当然是补办结
婚证，同志，你学好法律吧。

余音未散：瘦田无人耕，耕开
有人争。

“我们花这么多钱来到这
里，却这样安排!”

香港城市大学一硕士课程
的内地生选读“以粤语授课”的
班， 却要求老师改用普通话，引
发香港学生不满对骂。老师只能
讲一句粤語，再用普通话翻译一
次。内地生如此称。

风轮上的马路： 假如你出国
留学，未必也要别人用普通话教学？

税民万岁：本身已经注明了
用粤语授课的， 为什么还要选
修？怎么读的硕士？连细节都不
注意。

远方的朋友： 实事求是地
说，粤语发音确实很不雅,高校课
堂不建议用粤语。

网事倾城：入乡随俗，连环
境都适应不了就别出去丢人啦。

近日， 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
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
意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
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 艾滋
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 该征求
意见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对艾滋
病人说不，有没有必要”也引发了
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争议。
（10月14日《北京晨报》）

“拟禁艾滋病人进公共浴室”，
此一立法新动态，迅速演变成火热话
题。众说纷纭之中，有人痛斥其涉嫌
歧视、极不人道，有人指其无必要、难
操作；与此同时，对此“新规”，亦不乏

拥护力挺者， 他们的论点归结起来，
大致如下：一来，本着“以防万一”式
的谨慎，主张患病者最好减少接触人
群；再者，则重申要彼此尊重，呼吁艾
滋病患者体谅普通人的关切、观感和
忧虑……如此各说各话、各有各理，
未必能轻易区分出谁对谁错。

诚然， 相较理想状态来说，“禁
艾滋病人进公共浴室”难免有些政治
不正确。在文明社会内，这一类疑似
冒犯“极端弱者”的法律，都注定会遭
遇疾风暴雨般的抨击。事实上，一段
时间以来，流行于主流价值体系内的
高姿态道德观与人文关怀潮，已然为

公共生活建构起了一揽子“禁忌”
———任何试图减少艾滋病患者感染
无辜者概率的努力，一旦稍有不慎便
会触碰“禁忌”。而后，被冠之以歧视、
反人道等恶名，着实不足为奇。

这一次，所谓“禁艾滋病人进
公共浴室”一说，又一次引发轩然大
波。而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仍未跳
出一贯的逻辑：某方一不小心触碰
“禁忌”， 一帮围观者便将准备好的
“罪名”加诸其身，然后群起而攻。只
不过，此类思维方式跳过对具体问
题的耐心分析、回避对利益相关方
给予同等的关照，而只顾站在弱者

的立场训教“不开化的俗众”，终究算
不得理性公允。

适用于艾滋病患者的种种限制
性规定，到底哪些可算是“歧视”，哪些
只是维护人皆有之的自卫意识和合
理自利的偏好？事实上，这恰是一个最
亟待厘清的边界。 其实，《沐浴业管理
办法》本就是一个行业法律，着眼于从
业者与消费者的权益最大化，实际上
无可厚非。如果说，其中“禁艾滋病人
进公共浴室”一条欠妥，本质上也应溯
源于，《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艾滋病防治条例》等上位法措辞
不清，从而给一些低阶法律留下太多

随意发挥空间。
捍卫艾滋病患者的正当权益，无

疑是正确的价值追求。但，如何“捍卫”，
以及如何寻求更多人的支持， 绝对是
一个需要技巧才可破解的课题。从“艾
滋病人拟禁入公共浴室” 引发的一系
列连锁反应来看， 其镜鉴意义至少有
两个方面：一来，再次告诉公众要对疾
病防治多一份科学认知， 对特殊群体
多一点包容；再者，则提示相关的志愿
组织与公益机构， 尊重舆论场内平等
对话、耐心沟通的开放式话语格局，切
忌动辄以“大词”与“恶名”压人。

■然玉

中秋国庆期间， 中央再次
严令禁止用公款送月饼送节
礼， 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或安
排与公务无关的宴请。但是，仍
有部分月饼、 购物卡等在办公
用品名义下被公款消费掉了，
打着职务消费名义的腐败行为
还在蔓延。“职务消费是个筐，
样样都敢往里装。”一些人瞅准
了职务消费这个“空当”，凡是
与“公”字沾边的消费，一律往
里装。（10月14日《人民日报》）

“职务消费”， 到底是个什
么东西？虽然“消费”一词只是
一个中性词，但是，一加个“职
务”的定语，消费就立马显得合
理正义了许多。无论是用餐，还
是用车， 无论消费是不是用于

公务， 都可以通过发票走账实
现“转正”。说白了，所谓的“职
务消费”，不过是一定职级的官
员拥有的某种消费特权， 就是
一种与特权挂钩的合法腐败。

那么， 为什么政府部门还
要对不同级别的官员或明或暗
地设立“职务消费”的制度呢？唯
一的解释就是， 缺少约束的权
力，在任何时候，都少不了一颗
自肥之心。在一些人眼里，“职务
消费” 的多少俨然就是权力、地
位的象征。在这种合法的腐败制
度下，得到“职务消费”也便成为
底层公务员的奋斗目标。

在现代政治之中，“职务消
费” 并不是一种合理的存在，更
应当被“公务消费”所取代。“职

务消费”和“公务消费”虽然只有一
字之差， 却有本质的区别。“职务消
费”往往与官员的行政级别挂钩，是
从属于官员身份的一种消费模式，
级别越高， 往往可消费的数额就越
大。另外，“职务消费”并没有界定公
事和私事，因此，即便是私事，可能
也会出现公款埋单并且合法的现
象。“公务消费”则不同，公务更应该
属于一种正常的行政办公费用，是
一种合理的正常的办公支出。

毋须讳言，“职务消费”是旧的管
理监督体制下权力缺少约束、未在阳
光下运行的畸形产物，是一种权力自
肥和公然的腐败，不仅与现代政治格
格不入， 更与服务型政府完全相悖。
用“公务消费”取代不正常的“职务消
费”应该成为一种趋势。 ■王传涛

探讨“澡堂禁艾”需要厘清哪些边界？

余以为…

“职务消费”应当改为“公务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