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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贺佳
张斌）今天上午，省政协重点提案
办理情况汇报会在长沙召开。省政
协主席陈求发强调，提案工作要实
行闭环管理，在“提、立、办、督”四
个环节狠下功夫，努力避免“问题
年年提、提了也白提”，以提案办理
实效取信于民。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 王晓琴、
张大方、欧阳斌、童名谦、赖明勇出
席。

今年，省政协从875件提案中
遴选了102件重点提案进行督办，
到9月初基本督办完毕， 已经解决
和承诺解决的重点提案占95%以
上。

在听取了省委办公厅、省政府
办公厅和省政协提案委相关汇报
后，陈求发对今年重点提案的督办
和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
肯定。他说，提案办理工作是政协
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
政职能最直接、 最有效的方式，要
把提案工作与实际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把民主协商贯穿到提案工作
全过程，实行闭环管理，协同推进
“提、立、办、督”四个方面的工作，
做到“提到点子上、立要高标准、办

到实在处、督在关键时”。要把握客
观规律，结合工作实际，多选取党
政所需、群众所盼、自身所长的问
题，不断增强提案的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要尽快制定并严格执行立案
标准和结案要求，妥善处理提案数
量与质量的关系，坚决避免“虎头
蛇尾”，防止“两张皮”。要把提高办
理实效作为工作着力点， 对有条
件、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尽快加以解
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逐步加
以推进，避免解释多措施少、重答
复轻落实，“问题年年提、提了也白
提”等问题，努力做到办一件成一
件。政协、党政督查部门要主动搭
建平台，开展好协商督办；各承办
单位要定期自查，及时通报提案办
理进展情况。

陈求发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
想，把民主协商、民主评议、民主监
督等形式和方法融会贯通，加大表
彰和问责力度，真正把提案工作做
活、做实。要抓好今年提案办理工
作，特别是重点督办提案的跟踪落
实。 明年的提案工作即将开始，要
加强征集引导工作， 坚持标准、严
格审查，确保提案质量更高、更具
操作性和可行性。

本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苏莉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
召开会议通报常委会党组班子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会
的情况。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党组书记徐守盛作情况通报。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持
会议。省领导谢勇、蔡力峰、徐明华、蒋
作斌及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出
席。

按照中央部署和教育实践活动要
求，9月29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
召开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
题民主生活会。按照“照镜子、正衣冠、
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突出为民
务实清廉主题，聚焦查找“四风”问题，
以整风精神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

通报指出， 为开好这次专题民主
生活会，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制定具体
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学习，广泛征求意
见，深入开展谈心交心，作了较为周密
和充分的准备， 班子及班子成员认真
撰写了对照检查材料。

通报指出，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按照中央
部署和中央督导组的要求， 坚持以整
风精神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
评，整个过程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
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勉励
与和谐， 进一步打牢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贯彻群众路线、 改进工作作风的思
想基础。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

主动自觉带头示范。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代表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班子作对照检查发言时，深
入检查了遵守党的政治纪律、 贯彻落
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项规定”
方面的情况， 在查找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班子“四风”方面存在的问题、分析
问题产生的原因、 提出努力方向和改
进措施方面，都把自己摆了进去。在个
人对照检查中，以树立标杆、向我看齐
的态度， 按要求深入查摆了存在的差
距和问题。 二是全面深刻开展自我批
评。常委会党组班子成员开门见山、直
奔主题，不评功摆好，不遮掩问题，不
回避矛盾，全面进行自我剖析，集中谈
问题、谈差距、谈不足。特别是注重联
系自身的工作岗位、成长经历，对存在
的“四风”问题剖析具体、直接、深入，
列出了具体事例、具体表现。在深入查
摆问题的基础上， 大家都集中从主观
上面找原因，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
党性修养、 政治纪律和政绩观、 权力
观、世界观等方面深挖思想根源。对查
找出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每位党组同
志都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整改思路、措
施和办法。 三是坦诚相见开展相互批
评。在相互批评中，常委会党组同志敞
开心扉、坦诚相见，既毫不避讳地提出
批评意见， 也虚心接受其他同志的批
评。 在提出批评意见时， 大家坚持原
则、实事求是，真正点要害、抓关键、有
分量，触及到了被批评者的主要问题。

很多批评意见一针见血、比较尖锐，听
了让人脸红心跳。大家普遍感觉，这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真正亮了丑、揭了短、
出了汗， 真正使自己的思想受到了教
育、 灵魂受到了触动、 认识得到了提
高。

通报列举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班
子存在的主要问题、产生原因，以及下
一步整改的思路和措施。通报强调，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坚持
从严标准， 切实把解决问题摆在突出
位置，持续深入地抓好整改、反对“四
风”、改进作风，真正取得让人民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效果，确保教育
实践活动善始善终、善做善成。总体思
路是：聚焦解决“四风”问题，把握轻重
缓急、坚持标本兼治、分清主次远近，
一步一步推进、一项一项突破，从自身
建设抓起， 搞好示范带头、 既立足当
前，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注重解决当前
群众反映最集中的焦点问题； 又着眼
长远，注重整章建制，抓紧研究建立改
进作风的长效机制， 努力实现作风建
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突出抓好
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集中力量，狠抓整改，努力在
解决“四风” 突出问题上取得明显成
效。要把领导带头、教育管理、建章建
制、严格纪律等落到实处。针对查找出
来的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
落实整改责任，明确整改时限，一项一

项狠抓落实。
二要突出重点，完善机制，努力在

铲除“四风” 滋生土壤上取得明显成
效。强化理想信念，进一步增强人大制
度自信；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提升常
委会依法履职水平；加强服务保障，进
一步发挥人大代表作用； 注重联系指
导， 进一步推进全省人大工作创新发
展。突出重点，坚持标本兼治，不断完
善各项工作机制， 努力构建起防范和
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的坚固防线。

三要加强建设，提升能力，努力在
构建为民务实清廉长效机制上取得明
显成效。在加强自身建设、提升履职能
力上下功夫， 不断提高人大机关党的
建设科学化水平， 不断加强常委会党
组自身建设， 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对常
委会党组的监督， 真正把为民务实清
廉的价值追求植根于每名党员的思想
和行动中， 切实增强防范和反对“四
风”的自觉性、坚定性。

通报指出，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将
进一步认清“四风”的严重性、危害性
和顽固性、反复性，把各项整改措施落
到实处，推动作风建设取得新的成效，
努力向人民群众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常委会、工
作机构和办事机构主要负责人、 在长
的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各市州人大常
委会主任、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表、省
人大代表等参加会议。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勇
杨柳青）10月21日至23日，省委副
书记孙金龙参加了省教育厅、省委
教育工委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他强调，专题民主生活会只是
一个好的开端，教育实践活动越往
后，越要坚持高标准严要求，防止
“闯关” 成功、 万事大吉等错误思
想，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充分运用
前段工作和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
的成果， 把解决问题摆在突出位
置，不解决问题不罢手，尽快取得
实际效果，避免虎头蛇尾，做到善
始善终。

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是孙
金龙的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3个
多月来， 孙金龙多次到省教育厅、
省委教育工委实地指导活动的开
展，勉励大家在省直单位中“树标
杆、作示范”，并对开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提出了具体要求。

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省教育厅
党组书记、厅长，省委教育工委书
记王柯敏代表厅委领导班子作对
照检查，对近年来在贯彻党的群众
路线，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和省委“九项规定”、
改进作风的情况进行了回顾检查，
对“四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如：习惯靠文件了解情况，靠开会
推动工作； 深入调查研究不够，密
切联系服务群众不够，干部选拔任
用机制不健全等， 进行了深入查
摆。厅委领导班子从理想信念不够

坚定、宗旨意识不够牢固、党性修
养不够纯洁等方面深刻剖析了问
题的根源，提出了“十项严格”、“十
条禁令”等具体整改措施。

王柯敏带头对自身存在的调
研工作流于表面、批评人不注意方
法等“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进行
了深刻剖析。随后，班子成员逐一
对照检查，开展了相互批评。有的
同志谈到，在推动教育改革上有畏
难情绪，怕担责，怕出错。有的谈
到，去基层调研来去匆匆，浮于表
面。还有的谈到，对公务接待中的
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没有较真。

孙金龙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
对民主生活会给予充分肯定，指出
了存在的不足， 并对省教育厅、省
委教育工委领导班子提出了五点
要求。

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切实解
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
“总开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牢
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权力观、事
业观，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着力
解决好理想滑坡、信念动摇、精神
上“缺钙”患“软骨病”的问题，构筑
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防线。

要落实实干兴湘的要求，全力
打好教育改革发展攻坚战。要在改
进作风中攻坚克难，树立正确的政
绩观， 稳妥解决好教育发展不充
分、不协调以及教育的公平、质量
等深层次难题。

（下转7版）

省人大通报常委会党组班子
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

徐守盛作情况通报

陈求发在省政协重点提案办理情况
汇报会上强调

以提案办理实效取信于民

孙金龙参加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
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强调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把解决问题摆在突出位置

三湘���快语

欧阳金雨

“有事找片警，有病找片医”。
株洲市目前正借鉴“片警”的管理
模式，全面推进“片医责任制”。市
民不用奔波，一个电话医生就上门
看病，费用还减少一大半，这种模
式大受百姓欢迎。据悉，至2017年，
株洲市将实现片医全覆盖。（10月
23日《三湘都市报》）

自2011年试点以来，株洲的片
医模式， 可以说是走过了一段从
“遭白眼”到“喜相迎”，从“不信任”
到 “离不开 ”的艰难路
程 。这其中 ，凝聚了多
少片医的辛劳奔波、无
悔付出。终于功夫不负
有心人，“片医”成为了
当下株洲老百姓家门
口的“健康保护神”。

有人总说医患关系紧张，根本
原因就在于部分医生没把患者放
在心上，只看到病，看到口袋里的
钱，唯独没看到人。殊不知，一项项
检查尽管能查清病，一张张大处方
可能会治好病， 但冰冷的机器、繁
杂的药品却永远代替不了医生，更
看不到医生的人文关怀。

民谚云， 人心都是肉长的。片
医这工作，无非是以心换心。如果
医生都能把患者放在心上，患者能
体谅医生的不易，就不信医患关系
的坚冰打不破。

广州军区原代司令员
刘存智同志逝世
本报讯（邝政干 ）广州军区原代司令员（大

军区正职待遇）刘存智中将，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3年10月22日13时10分在广州逝世， 享年
89岁。

刘存智同志祖籍山东庆云。1924年11月11
日（农历十月十五日）出生，1937年10月参加八
路军，1939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团参谋
长、副团长、团长，师副参谋长兼炮兵主任、副
师长兼参谋长， 桂林步兵学校训练部部长，
广州军区步兵学校副校长、校长， 万山要塞司
令员， 广州军区司令部参谋长， 广州军区副司
令员、 代司令员等职。 刘存智同志是第六、
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第八届全国
政协常委。

刘存智同志的遗体送别仪式， 定于2013年
10月26日10时在广州市殡仪馆白云厅举行。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肖建生
唐爱平 通讯员 邓海龙） 省政府
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省
统计局副局长、 新闻发言人高勇
发布了前3季度我省经济发展的
有关数据。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
行呈现企稳回升、稳中向好态势。

初步核算，前3季度，全省实
现地区生产总值16913.6亿元，同
比增长10.2%。其中，第一产业增
加值2042.7亿元，增长2.1%；第二
产业增加值 8055.5亿元 ， 增长
10.8%；第三产业增加值6815.3亿
元，增长11.6%。

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前3季
度， 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
11.4%， 比上半年提高1.1个百分
点。 新兴及部分主导行业明显回
升，近七成产品同比增产。在增产
的主要产品中，汽车、十种有色金
属 、 水泥产量分别增长 1.1倍 、
11.4%、9.9%。

发展动力持续加强。 投资有
保障， 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12459.7亿元，增长26.3%。消费
有提升，前3季度全省社会消费品
零 售 总 额 6319.8 亿 元 ， 增 长
13.4%。出口加快，前3季度全省完
成进出口总额171.2亿美元， 增长
18.3%。

经济结构得到优化。 前3季
度， 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30.3%，占规模工业的比重比上半
年提高0.4个百分点； 六大高耗能
行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为
31.4%，比上半年略有下降；战略
性新兴产业投资增长35.1%，增速
比上半年加快0.1个百分点。

运行质量有所提高。1至8月，
全省规模工业实现利润802.3亿
元，增长10.6%。全省完成财政总
收入2486.7亿元， 增长11.4%。地
方财政收入 1499.1亿元 ， 增长
12.8%。

要素保障成效明显。 全省规
模工业发电量增长5.5%， 同比提
高8.4个百分点。9月末， 全省金融
机构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17753.8
亿元，比年初新增2061.4亿元，同
比多增208.3亿元。前3季度，全省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5亿美
元，增长19.1%，同比加快0.3个百
分点； 内联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2217.8亿元，增长17.8%，同比加
快1.2个百分点。

民生状况继续改善。抽样调
查显示，前3季度，全省城镇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404元，增
长9.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
长7.1%；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
6983元 ，增长 12.9% ，扣除价格
因素实际增长10.5%。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69.1万人 ， 同比增加
6.5万人。

人心都是肉长的

我省经济运行企稳回升稳中向好

前3季度GDP增长10.2%

相关报道见7版相关报道见7版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我们10月
21日就来了，湖南的文物交流会人气很旺，来晚
了，好地方就被别人占了。”10月22日，离湖南省
第十届全国文物交流会还有3天， 在省文物总店
附近一家酒店，不少古玩经销商已经在床上摆起
了摊。

在武汉经营竹木、 杂件的古玩商刘戍靓，
10月20日就来到长沙，住进省文物总店附近的
一家连锁酒店。“别的地方选择性去，但是湖南
的文物交流会一定要来。”为何？他说，湖南的
文物交流会已成为业界的风向标和排头兵，必
须得来。

台湾玉器交流协会共有30余户商家集体赴
会，他们从10月21日起陆续来到长沙。协会秘书
长林苍为说，会前会如今是湖南省文物交流会
一大特色，别的地方一般提前一天到，湖南的
文物交流会是全国最热闹的，大家提前几天便
蜂拥而至。

据悉，从10月18日开始，就有外地古玩商抵
达长沙，在酒店房间进行预展，他们戏称为“床交
会”。至10月22日，已有近200家古玩商参与。记
者在酒店看到，几层楼的房间，全被古玩商“占
领”，房门敞开，有不少收藏爱好者穿梭其间。

省文物总店从2009年开始举办全国文物交
流会，每年春秋两届。10月25日至27日举办的这
一届， 将有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和港台地区及
阿富汗、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600家古玩经销
商赴会。

酒店房间搞预展
全国文物交流会“剧热”，

200家古玩商提前入场“抢位子”

10月23日，省军区东湖干休所的正师职离休老红军陈云忠迎来了100岁生日，部队为他举行了简单而特
殊的生日庆祝会。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张阳代表总政治部发来贺信，广州军区、省军区有关领导亲自送上生
日祝福。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袁建凡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