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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5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
持召开全省市州长视频会议，
就当前稳增长、脱贫攻坚、转型
升级、 环境治理、 重点领域改
革、固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质
量、政府债务风险防范、安全生
产、 干部队伍作风等十个方面
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要
围绕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坚决打好“三大战役”，抓紧
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落实， 确保
时间任务“双过半”。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指出，1至4月全省

经济运行平稳， 呈现出稳中有
进的态势， 但仍需继续聚焦发
展中的问题， 按照中央稳中求

进的要求，巩固稳的基础，增强
进的力度，抓好重大工程、重大
项目、重点园区建设，加强招商
引资和企业对口帮扶， 营造良
好发展环境。 特别要解决好农
产品结构性失衡问题， 扶持优
势明显、 产业链完整的特色农
产品加工业。 要稳定固定资产
投资，以长远眼光加快推进、储
备一批促转型、惠民生、可持续
的好项目。

许达哲强调， 要高度重视
“两率一度”不高、资金项目监
管不严、帮扶工作不实等问题，
走好精准扶贫、特色发展、可持
续的路子， 完善基础设施、教
育、医疗等基本保障。

许达哲强调，要加快推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

改革、 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农
业农村改革以及放管服改革
等重点领域改革。要找准地方
非税收入占比过高的原因，对
症下药， 严格相关考核奖惩，
切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要对
融资平台公司债务开展专项
核查，坚决整改违法违规举债
融资行为，切实防控政府债务
风险。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没有
别的灵丹妙药， 关键靠各级干
部用心、用力、实干。”许达哲最
后强调， 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强化督查问责，持续改进作
风， 引导各级干部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坚决不要带血的、带污
染的、带水分的GDP，全心全意
为人民多谋福祉。 ■记者 冒蕞

本报5月25日讯 记者从今
天召开的全省医改暨健康扶贫、
医疗纠纷综合治理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获悉，我省今年将加大
健康扶贫力度，实施倾斜支付政
策，建立兜底保障机制，全面提
升农村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水平
和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能力。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
记陈小春介绍，今年将集中救治
农村贫困人口中， 儿童先天性心
脏房间隔缺损、 儿童先天性心脏
室间隔缺损、 儿童急性淋巴细胞
白血病、 儿童急性早幼粒细胞白
血病、食管癌、胃癌、结肠癌、直肠

癌、 终末期肾病等9种大病患者
13033例。同时，救治全省重性精
神病患者、农民工尘肺病、肺结核
病、艾滋病、晚期血吸虫病人。定点
医院原则上安排在县级医院，省
里统一制定诊疗方案和临床路
径。

据透露，贫困人口患者在县
域内住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对
罹患9种大病的农村贫困人口实
际医疗费用，经由基本医疗保险
等各类保险以及医疗救助基金
等渠道支付后，个人自付部分由
定点医院给予不低于50%的减
免。 ■记者段涵敏

本报5月25日讯 今天上午，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
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乌兰
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持用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弘扬
主旋律、汇聚正能量、树立新风
尚，推动我省精神文明建设实现
新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坚
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以
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蔡振红主持。副省长、省政协
副主席戴道晋宣读表彰决定。

乌兰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省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她强调，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
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强化文化
引领和法治保障， 在持续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打牢共
同思想基础上发挥更大作用。要
强化责任落实，动员各方参与，注
重队伍建设，着力改革创新，在加
强组织领导、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迈上新台阶上形成更大合力。

蔡振红指出，当前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要努力为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要
紧密结合本地部门工作实际，切
实把各项工作任务抓紧抓实，抓
出成效。要找准关键点，突破点，
结合点和着力点，提高精神文明
建设工作科学化水平。

会议表彰了湖南省第三批
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岗位学
雷锋标兵，2016届湖南省文明
城市、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明
单位、文明标兵单位、文明家庭。
7名受表彰代表作了交流发言。

■记者 贺威

从质疑“美甲师还需要政府
发资格证书”，到明确要求有关部
门“抓紧建立公开职业资格目
录”，清理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一
直是李克强总理持续关注的重点
工作之一。 他在24日的会议上明
确指出，清理职业许可和认定，是
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的重要内容。（5月24日 中国政
府网)

自从1994年， 职业资格证书
作为科学评价人才的一项制度被
写入《劳动法》后，各类职业资格
证书应运而生， 这也直接催生了
种类繁多的职业资格证书， 一些
奇特的资格认证屡次引起公众热
议，例如收破烂者有“旧货从业人
员上岗证”，街头卖瓜子花生者被

划为“坚果炒货师”，还有职业彩
票经理人、club领舞教师、 催乳师
等等令人费解的职业资格认证。

本来是市场选择可以决定的
事，最后却被各种职业证书绑架，
如做美甲的地方做得不好不去便
是， 插花插得不漂亮换人重插就
行，但美甲师、插花员之类的竟然
还要政府考核资质、发放证书，这
确实显得有点荒谬。 繁杂的职业
资格证书，其背后是考试乱、证书
种类繁多、管理交叉重复等问题，
更普遍的是利用证书非法牟取暴
利的现象。

2014年8月， 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
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同年，人社
部报请国务院分5批取消272项职

业资格，总量减少44%，到2016年，
国务院已分6批取消了319项职业
资格。然而，有调查显示，一些职
业资格的许可和认定虽然取消
了， 但还存在由不同部门组织的
名称、类型相似的资格考试，一些
企业也仍将取消的资格证作为准
入门槛。

之所以如此， 一方面是因为
计划经济观念在一些部门和干部
的头脑里仍然有所残留，“动不动
就要给个批件、发个资格证，好像
发下去就安稳了， 再发生什么也
就与己无关了。”另一方面还是因
为职业证书背后存在着完整的利
益链条： 个人花费数万元取得国
家职业资格证书， 出租证书一年
就收回成本； 中介为持证人与企

业牵线，从中分一杯羹；企业每年
支付百万元挂证费用， 并借此拿
到更多工程。

显然， 资格证的清理工作还
需要进一步抓实， 要做好这个工
作， 就必须要在削权上继续下功
夫，就像李克强总理所说“削权是
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而
是割腕。”而清理职业资格也正是
如此， 意味着要将权力关注的利
益拿掉，将能放掉的事交给市场，
要政府“管住闲不住的手”。

在资格清理工作中， 相关部
门及协会应对照国家职业资格目
录自查自纠， 减少重复认定、“鸡
肋”认定。省、市级人社部门也应
主动作为，不再设置相关考试。同
时引导企业顺应政策变化， 不再

设置隐形门槛， 而是通过更科学
有效的方式选拔人才， 对于违反
国家规定的企业， 应给予必要惩
戒警示。

经过国务院的“七连清”，目
前职业资格认定和许可事项已
经显著“瘦身”，在进一步深化改
革、简政放权的过程中，还要防
止一些已经取消的职业资格许
可又改头换面出现。因此，除了
放权之外，对于保留纳入清单目
录的职业资格许可，也不能一发
了之，对资格资质持有人因不具
备应有职业水平导致重大过失
的，负责许可认定的单位也要相
应担责，唯有权责一致，权力才
不敢任性。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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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从空中俯瞰宁乡炭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宫殿、城墙、壕沟、驿道、浮雕和祭祀台成片相连，气势
恢弘。当天，该公园文化长廊竣工，计划6月试运营。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参观。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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