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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日前，省
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会议，
专题听取全省意识形态工作边
巡视边整改情况汇报， 研究部
署进一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相关工作。 他强调，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根本
遵循，立行立改、边巡边改，始
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
作的全面领导，唱响主旋律、筑
牢主阵地、建强主力军、打好主
动仗， 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落实落地。

省领导乌兰、蔡振红、谢建
辉出席。

会上， 省直宣传文化系统
有关单位介绍了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边巡视边整改工作
情况， 就做好下一步工作提出
具体意见建议。 在听取情况汇
报后， 杜家毫就做好当前我省
意识形态工作边巡视边整改提
出了明确要求。

杜家毫说， 党的十八大以
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战略和全
局高度，就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作
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我们要把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意识形态工
作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切实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
全面领导，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巩固马
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
地位，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筑牢思想文化基础。

杜家毫强调， 要坚决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压实各
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和党委
(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把

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巡视巡察的
重要内容， 强化督查检查和考
核问责， 形成各级党组织主动
抓、经常抓、合力抓意识形态工
作的良好局面， 确保党中央关
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落
地见效。 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
主要领导干部要着力在思想认
识、政治素养、领导方式、业务
能力上补短板、强弱项，切实增
强政治坚定性和敏锐性， 不断
提高驾驭意识形态领域复杂局
面的能力，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 要坚持
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
围绕中央精神和省委中心工
作，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持续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 公信力， 壮大主流思想舆
论，抢占舆论传播制高点，营造
良好舆论氛围。 要认真分析研
究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
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注重创
新引导方式、改进管理手段，敢
于引导、善于引导，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确保社科理论、新闻
舆论、文艺出版、民族宗教、高
校、 网络等各类意识形态阵地
可管可控， 切实维护意识形态
安全。 要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 认真学习借鉴兄弟省市先
进经验， 正确处理好坚守党的
意识形态主阵地与运用市场化
手段发展文化产业的关系，推
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 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 促进全省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 要着
力加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自身
建设，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持之以恒纠“四风”、改作
风，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

■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视
点 “取消高速省界收费”应尽快启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16日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
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企业群
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
次”；决定在全国推开外资企业设
立商务备案与工商登记“一口办
理”；确定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物
流成本的措施。其中，推动取消高
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引发广泛关
注。（5月17日新华社）

我国的高速公路网已越发密
集和完善，据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底， 我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经
超过了13万公里，位居世界首位，

发达的路网对我国的经济推动和
国民出行，都带来了明显的好处。

但在路网发达的情况下，一
些问题也引发了争议， 比如省界
收费站还有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存在影响了通
行效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一些地
方将收取过路费当成了发展经济
的捷径。从通行效率来看，省界收
费站基本设置在高速主线、 正道
上，车辆在通过时，都必须暂时中
断行驶，常常因此导致大量车辆拥
堵，尤其是在出行高峰时，拥堵使
得通行效率大大降低， 无形中增

加了出行和物流成本。
此次国务院会议明确要求

“推动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 无疑既可解决因此导致的高
速拥堵问题，提升通行效率，进一
步降低实体经济的物流成本，也可
消除地方性设卡“拦路”，使全国
高速公路尽量做到“一盘棋”，因
此是值得点赞和期待的。 但如何
做， 显然还需要在技术和地方管
理方面进行合理设计。比如说，是
通过科技手段改变收费方式，还是
将原来以省为单位的收费统账模
式改为全国性的结算，这些都是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需要认真设计的。
跟拥堵和出行成本增加相

比， 支付方式的改变所付出的成
本显然会低很多， 因此不难想象
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人们的支
持。 只是由于高速公路收费涉及
到“诸侯经济”的问题，背后与地
方利益相关， 所以不排除在取消
省界高速收费的过程中会遇到一
定阻碍。但正如此前全国人大代表
刘曾所说的，“在区域经济一体化、
甚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欧盟
国家之间跨国界都畅通无阻，而我
们还在收费这样的小问题上坚守

各自为政的痼疾，造成过省界难的
状况，真是不应该。”这也进一步说
明， 要想改变目前的高速收费状
况，最需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协调好
地方之间的利益冲突。

省界收费站的存在，体现的是
高速公路管理机制的滞后性，既然
如今要打造全国高速公路“一盘
棋”的局面，让高速路网更加高效、
统一，那么就应该尽快拿出解决方
案，捋顺各种关系，建立新的高速
公路管理体系，让高速通行效率得
到提升，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出
行需求。 ■本报评论员 张英

本报5月17日讯 今日上午，
省残联、省商务厅、省扶贫办在长
沙共同举办“2018年电商助残扶
贫专项计划行动”启动仪式，58集
团公益中心与省残联签署了“互
联网+助残”公益合作协议，双方
共同制定了2018年至2019年初
的助残就业公益合作项目。

“希望通过国民招聘大平台
的技术优势为残疾人提供定制版
的服务， 搭建残疾人专属互联网
求职平台。”省残疾人联合会理事
长、党组书记肖红林说。

残疾人就业率不足40%

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约有
8600万残疾人，处于就业年龄段

的约有3200万人， 截至2017年，
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
为942.1万。湖南省现有各类持证
残疾人170.5万人， 其中尚未脱贫
的建档立卡残疾人21万人， 就业
率不足40%。“庞大的人群背后存
在各种就业困难问题， 招聘双方
信息需求匹配度较低问题尤为
突出。”58集团CEO姚劲波表示，
“鉴于这种情况， 我们希望政府
部门和残联系统能提供残疾人
相关数据， 利用互联网技术，助
推残疾人就业，帮助他们更快融
入社会。”

打造互联网助残“湖南样板”

记者了解到，此次“互联网+

助残”合作中，初步设立了“58同
镇湖南助残专员双选会”“湖南省
残疾大学生招聘会”“湖南省残联
客服班”“湖南残疾人招聘频道”
四个一级项目，时间跨度自2018
年5月份至2019年初。

“将通过‘残联指导+58组织
+企业联动+残疾人参与’的互联
网助残模式，共同在线上、线下开
展残疾人专项招聘工作， 打造出
一个‘湖南样板’。”肖红林介绍，
线上部分，5月20日58同城湖南
站将推出残疾人招聘频道，残疾
求职者进入招聘页面后可以选
择肢体残疾、 听力残疾等选项，
系统会根据残疾类型为其提供
合适的岗位。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占莎

杜家毫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强调 立行立改，边巡边改

确保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实落地

搭建专属平台打造互联网助残湖南样板
“2018年电商助残扶贫专项计划行动”启动 残疾人招聘频道后天推出

5月17日，长沙市开福区楚家湖，水清岸绿，景色宜人。这里曾是长沙市的一处黑臭水体，经过整治后，已变成
了亲水宜居之地。去年以来，长沙市完成了88处黑臭水体的整治，让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