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是
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
途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以来， 省委省政府坚持
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全面
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遵
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
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原
则， 按照把管理层面从微
观转向宏观、 把管理方式
从直接转向间接、 把管理
手段从行政为主转向经济
和法律为主的思路， 着力
在转变职能、 精简机构和
控编减编上下功夫， 大力
推进新一轮政府机构改
革。目前，经过改革的我省
政府机构更加精简务实，
朝着建设现代服务型政府
的“阳光道”大步前进。

在“瘦身”上下功夫，整合机
构整出政府管理“新活力”

1982年以来， 我省经过7轮
政府机构改革，政府机构得到大
幅精简，但部门职责交叉、权责
脱节、 效率不高以及行政职能
“体外循环”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为此，我省牢牢把握新形势对改
革提出的新要求，着眼调整和完
善自身结构和功能定位，紧紧抓
住政府组织架构这个重点，开始
新一轮“瘦身”工程。

———按照整合优化的要求
推进机构重组。 做到“三个到
位”： 一是落实中央规定动作到
位。 二是规范机构设置到位。三
是行业体制改革到位。

———按照服务增效的要求
推进职能优化。我省注意从两条
路径来优化职能。一是同一件事
情由同一个部门负责。二是公共
资源交易平台统一设置。

———按照分级管理的要求推
进体制创新。这次改革，根据中央
改革精神， 省里明确将工商和质
监两个系统由原来的省以下垂直
管理体制， 改为省、 市（州）、县
（市）三级政府分级管理。

在“健体”上下功夫，转变职
能转出政府服务“新天地”

省委书记徐守盛指出：“政府
职能与经济发展好比‘鞍与马’、

‘帆与船’，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良马要配好鞍、 快船要借劲风。”
省长杜家毫也指出：“要抓紧实施
政府机构改革， 不论是撤并还是
保留的部门和单位，都要做好‘瘦
身’和‘健体’的工作。”按照省委
省政府要求，我省遵循减少层次、
优化程序、提高效能、方便办事的
原则，着力在搞好撤并部门的“物
理调整”的同时，注重促进转变职
能的“化学反应”，努力做到既要
“瘦身”，更要“健体”。

———念好减少行政审批的“三
字经”。首先是念好“放”字经。去年
以来，国务院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审
批事项， 我省全部进行了衔接落
实， 省本级取消行政审批事项37
项，下放行政审批事项88项，单独
向长沙市下放省级经济社会管理
权限45项。其次是念好“交”字经。
把能够交给市场的， 尽量交给市
场去做。再次是念好“让”字经。把
原来行政审批中的一些本属于社
会管理的职能“让”出来。

———实行加强同步监管的
“三个查”。 一是实行跟踪调查。
对于已经取消的审批事项，省里
要求相关部门和个人必须做好
跟踪衔接，把更多精力转移到事
中事后监管上来。二是进行严格
审查。对于需要核准的事项，省里
要求所有核准机关必须严格按照
规定权限、 程序和时限要求进行
审查，不能“偷工减料”，更不能
“放水”。三是开展专项检查。对搞

“变相审批”的行为，省里通过制
订行政许可裁量权基准、 开展行
政许可案卷规范性与合法性评
查、 行政审批业务定期和不定期
专项检查、 行政审批业务随机抽
查等方式，加强监督检查。

———注重优化公共服务的
“三着力”。 一是着力保基本。加
大对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帮扶力
度，确保“零就业”家庭至少有一
人就业。二是着力除隐患。用最
严格的监管、 最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切实保障人们生产
生活安全。 三是着力兜好底。扩
大参保缴费覆盖面，重点做好农
民工、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从业人
员等群体参保工作，大力推进工
伤保险参保全覆盖。

在“护养”上下功夫，控制编
制控出政府规模“新体量”

我省着眼于建设“小政府、
大社会”，按照“严控总量、盘活
存量、增减平衡、分级负责”的思
路， 坚持不该增加的坚决不增，
确需增加的严格控制，应该裁减
的彻底裁减， 严格控制编制人
员，切实防止政府体量膨胀。

———控“总量”。首先把好新
增编制的入口关。其次是把好财
政供养人员拨款关。再次是把好
各类特设机构设置关。

———优“存量”。第一，减多
余。适当核减职能弱化、工作任

务不饱满单位的编制，撤并整合
职责相近、设置重复分散、规模
过小的单位， 并相应核减编制。
第二，保重点。把有限的机构编
制优先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点领域和环节。第三，强基层。
统筹考虑上级机关“瘦身”与基
层一线“强身”，将编制资源向基
层和一线倾斜。

———活“流量”。一是向深化
改革要编制。 对可由市场提供、
社会承担的事务，尽可能通过购
买服务的方式交给市场和社会
组织承担，做到“养事不养人”。
二是向加强管理要编制。对职能
未作大的调整、工作任务没有大
幅增加、或者存在“吃空饷”等情
况的单位，机构编制部门不受理
增编事项。三是向运用信息技术
要编制。一方面，通过现代化手
段、集中化办公方式来减少工作
人员数量；另一方面，加快建立
机构编制实名制管理信息系统
平台，并将其作为管理人员编制
的唯一入口，实行严格的用编核
准和出入编登记制度。

“大道至简， 明政善为”。以
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的行政
机构改革，改出了各级政府管理
的新活力、服务的新天地。我们
相信， 经过新一轮行政机构改
革，轻装上阵的各级政府一定会
在推进科学发展、服务三湘人民
中发挥更大作用， 显示更大作
为。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供稿

服务型政府建设走上“阳光道”
———在行政体制改革上的思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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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综合能力确是薪资参
考的标准，但是否有“能力”却是
一个需要通过一段时间考察才
能得出的结论。在短暂的招聘时
间内，抽象的能力恐怕还是得依
据一些约定俗成的客观标准，当
企业无法准确评估综合能力的
时候， 就只能看学校的平均水
平。相对而言，重点大学要强些。
设此标准，无可厚非，如果过于
抓住某条标准过于放大，则过于

敏感或引发不适。据报道，在这
些企业中，受到大学生欢迎的还
是大型企业。如果“以校论薪”是
就业歧视， 大学生青睐大型企
业，算不算某种区别对待？照笔
者看来，“以校论薪”， 不过是用
人单位吸引优秀人才的一个另
类广告， 本次招聘会约285家企
业入场，但“以校论薪”一下子就
抓住了大家的眼球，可见其成功
之处。 ■斯涵涵

近日，江西南昌65岁老人程
应清卖小吃二十年来保持“一毛
钱一串”价格不变的事迹爆红网
络，其摊点也“火”了起来，不少
当地乃至外地民众被老人的真
诚和善良打动， 慕名前来品尝。
（11月23日人民网）

二十年坚持“一毛钱一串”
不涨价，以微薄的经营收入补贴
家用， 程应清老人满足又感恩，
她说“吃的人已经习惯了这个价
钱， 大家都很照顾我的生意，能
挣一点就行了。”

“一毛钱一串” 坚持了二十
年，这在市场经济行为中看起来
是极不理性的， 但仔细想想，也
不无道理，之所以老人坚持这么
低的价格，且还有微薄的利润空
间，是因为老人所卖的烤串成本
低廉。对于这一点，程应清老人

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企图用几分
钱的成本换来几块钱的利润肯
定行不通，所以她只能选择以低
廉的价格留住以前的客人。无
疑，老人选择低价销售烤串更能
使自己拥有长期的客源，所以从
这一角度来说， 老人的经济行为
又是理性的。在坐地起价、见利忘
义已成普遍现象的商业社会，不
难看出， 这种坚持不肯将收入与
成本之间的差距拉得过大的理性
行为恰恰是商业社会中越来越稀
有的诚实品质。

程应清老人家境贫困，她跟
老伴一个月也只有一千出头的
低保，勉强够糊口，三十多岁的
儿子因为无钱买房没法结婚，跟
父母挤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
子里。照理说，程应清老人有足
够 的 理 由 为 自 己 的 烤 串 涨

价———无论是顺应市场物价调
整还是照顾家庭收入。 正所谓
“君子固穷， 小人穷斯滥也”。利
字当头的商业社会中，渴望赚钱
的人永远都有无穷尽的理由去
囤积居奇、偷工减料、就地涨价，
我们见过冰雪灾害中火车站的
盒饭卖到上百元一盒；也见过地
震过后有人将物资高价卖给食
无米居无所的灾民……这些牟
利行为总有经济理论给予其支
撑， 而在这些纷纷扬扬的理论
中，唯有“诚实”被忽略与遗忘。

不一定每次商业行为中的
诚实都会有等量的利益回报，但
程应清老人显然用她的诚实感
动了一大批人。在社交网络的广
泛传播下，程应清老人的生意好
了很多， 不少人特意前来买烤
串，有人给她递上二十元叫她随

便装些， 也有人放下钱就走了。
当然，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出于对
程应清老人的同情，但这种同情
是建立在肯定和感动其品格的
基础上的，这种同情中包含更多
的是尊重，试想一个同样生活窘
迫却在做小生意时短斤少两、使
奸耍滑的人，是绝无可能得到相
等的同情的。

有时候，买卖之间并非严格
遵循着经济计算与商业规律，它
也会以另一种看起来笨拙的方
式进行着双方的互往互利，这种
方式与被商业社会认可的主流
模式格格不入， 但却另有乾坤。
在有些人为程应清老人二十年
不涨价而惊讶， 甚至说她傻时，
那些已经感知到其诚实品质的
人已经络绎不绝地前去送上了
赞赏。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一毛钱烤串”的背后是诚实

聚议厅 11月22日，在中山大学本科专场招聘会上，有企业将应届生就读的院校分为普通、重点、
211工程、985工程，以及清华北大电子科大等5个梯度，明码标价。（11月23日《新快报》）

以学历成色为标准来选择
人才依然是招聘的主流规则，重
点院校重点专业还是人才市场
的优选。与这个企业“按校起薪”
的唯一区别是他写在纸面上，而
许多人则写在了心里面。“按校
起薪” 并非简单的招聘歧视，是
高等教育与社会人才选用与评
价的种种缺失在微观层面的现
象体现。有形的标价或许可以叫
停，但无形的标价只有使得人才

这个概念与就读院校发生实质
性的分离， 才能够从观念中消
除。一方面高等教育需要朝着消
除差别，更有利于公平竞争的方
向改革；另一方面行业与企业应
按照人才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
人才评价与选用体系，打造凭能
力定薪酬的良性机制， 用综合、
长远的人才评价杠杆撬动高等
教育与社会就业回归理性。

■木须虫

“按校起薪”并非简单的招聘歧视 “以校论薪”不过是一个另类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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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下期奖池金额：12529331.81元。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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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号码： 8�2�8�3�0�2�0

排列 5开奖号码：6�9�6�5�7

奖级
直选
组选 3
组选 6

奖级
直选

排列 3开奖号码：6�9�6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中奖注数（注）每注奖金（元）奖金合计（元）

―

1
13
262
3176
33468
417401
454321

5000000
26556
1800
300
20
5

5000000
345228
471600
952800
669360
2087005
9525993

3790
5684
0

1040
346
173

3941600
1966664

0

25 100000 25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