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刘 超
美编：张 静中汽国际 7特刊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

经验之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中央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１０日在

部分省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活动座谈会上强调，第二批

学习实践活动即将进入整改落

实阶段，整改落实的态度认真不

认真、措施到位不到位、效果明

显不明显，关系到整个学习实践

活动的成效。各地各单位要认真

贯彻胡锦涛同志“关键在于落

实”的重要思想，扎扎实实做好

整改落实阶段各项工作，确保学

习实践活动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６月10日，中央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在兰

州召开部分省区深入学习实践科

学发展观活动座谈会。习近平在座

谈会上对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分

析检查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回顾并

给予充分肯定，对认真抓好整改落

实阶段的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习近平强调，整改落实方案

是解决问题、完善制度的路线

图，也是对群众的承诺书。制定

整改落实方案，要紧密结合本地

本单位实际，按照“四明确一承

诺”的要求把分析检查报告中提

出的整改思路和措施具体化，把

解决问题和完善制度的工作要

求具体化，使整改落实方案提高

针对性、增强操作性、体现公开

性，使整改落实工作有章可循、

群众满意度测评有据可依。

习近平强调，学习实践活动

能不能成为群众满意工程，关键

是要以解决突出问题和完善体制

机制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各地

各单位要把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

发展的突出问题和解决党员干部

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把解

决发展问题和解决民生问题紧密

结合起来，兴办一批群众普遍期

待的惠民实事。当前尤其要针对

国际金融危机给企业生产经营和

群众生活带来的新问题，采取更

加务实有效的措施，尽心尽力为

企业排忧解难，进一步落实增服

务、减负担的各项措施，积极主动

地做好困难群众生活安排、社会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应对公共突

发事件等方面工作，加强对大学

毕业生就业的指导和服务。对于

受客观条件限制一时不能解决的

问题，要向群众做好解释工作，积

极创造条件，努力推动问题解决。

对需要一段时间努力才能解决的

问题，要跟踪问效，确保活动结束

之后有人过问、有人来抓，逐步予

以落实。

习近平强调，要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认真清理现有的规

章制度，努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

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

的体制机制。市县机关要着重健

全完善转变政府职能、改进作风、

推动科学发展的政策规定；国有

企业要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

度，完善规章制度，提高管理水

平，增强风险控制能力；高等学校

要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健全教学、科研、后勤管

理制度。对涉及全局性的体制机

制问题，各地各单位要积极提出

建设性的改进意见。

习近平指出，在扎实开展第

二批学习实践活动的同时，要注

重巩固拓展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

成果，及早谋划第三批学习实践

活动。参加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

的单位要按照中央要求，根据整

改落实方案提出的任务项目、时

间进度和责任人，对本单位及下

属单位学习实践活动进行一次

“回头看”，切实做好整改落实后

续工作。各省区市要把第一批学

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和

第二批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工

作结合起来，通过上下联动、左右

互动、整体推动，合力解决一些长

期难以解决的突出问题。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是

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政治

任务。完成好这一任务，切实落

实好中央制定的保增长、保民

生、保稳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国

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责任重

大，理应担当大任。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

要支柱，中央企业在关系国民经

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

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有经济发挥

主导作用的主力军。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

央企业改革发展取得了突破性

进展，新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框架

基本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稳步推

进，企业重组调整取得明显进

展，自主创新能力和总体实力不

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

力、影响力显著增强，为实现国

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中央企业在抓好自身改

革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政治责

任、社会责任，在落实国家宏观

政策，抗击非典、雨雪冰冻、四川

汶川特大地震等重大灾害，保障

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

都发挥了骨干作用。

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影

响，我国经济发展遇到不少困

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化危为

机、逆境奋起，推动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

阶？这既是对我们党的执政能力

的严峻考验，也是对中央企业的

重大挑战。“沧海横流方显英雄

本色”。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中

央企业在应对金融危机、推动科

学发展中要敢于负起责任、勇于

担当大任。要以正在开展的深入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为契

机，带头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带

头解决影响制约科学发展的突

出问题，带头创新体制机制，带

头把握科学发展规律、增强科学

发展意识、提高科学发展能力，

带头推进科学发展上水平，带头

承担起应尽的政治责任和社会

责任，勇于当好推动国家经济社

会科学发展的排头兵。

下大气力解决关系

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

出问题，办几件人民群众

普遍期待的实事好事，是

抓整改落实的重要内容。

努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

实，不仅是学习实践活动

不走过场、取得实效的重

要体现，也是兑现承诺、

取信于民的必然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广大

党员干部牢记根本宗旨，

认真履行职责，为人民群

众办了大量好事实事，赢

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

拥护。但毋庸讳言，好事

没办好、实事落了空的现

象也客观存在。所谓好事

没办好，主要是指所要办

的事情符合群众的愿望

和要求，办事者的出发点

或者说动机也很好，但在

具体办理过程中出现了

失误和偏差，没有取得应

有的效果；所谓实事落了

空，主要是指对那些群众

需要并希望办的事情，就

是不下决心去办，一拖再

拖，甚至最后不了了之，

让群众的希望落空。好事

没办好，实事落了空，损

害群众的利益，损害党和

政府的形象，影响科学发

展、社会和谐的大局。

好事实事都是人民

群众需要、盼望、欢迎的。

在学习实活动中，要确保

好 事 办 得 好 、实 事 不 落

空，就要认真研究分析好

事没办好、实事落了空的

原因所在，并有针对性地

提出解决措施。

好事没办好、实事落

了空，从根本上讲是由于

宗旨意识不强、对人民群

众缺乏感情。我们党的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为群众办实事好事，

如果不是出于真心而是迫

于压力，不是全心全意而

是三心二意，就会流于敷

衍应付，甚至导致劳民伤

财。只有心里装着群众、处

处想着群众，才能时刻感

受到人民群众的期待和愿

望，真正体会到人民群众

的疾苦和情绪，深刻认识

到办好办实每一件事情的

意义和价值；只有坚持“把

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

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

标准”，才能做到在决策时

不盲目、在落实中不走样、

在困难前不退缩，真正把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好事没办好、实事落

了空，在很多情况下是由

于作风不民主、决策不科

学。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实

事，当然应当从人民群众

的利益和需要出发，让人

民群众了解和参与，争取

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哪 些 事 情 该 办 、该 如 何

办、办的效果怎么样，都

应当听取人民群众的意

见。如果不管人民群众赞

成不赞成，凭想当然、拍

脑袋作决策，结果必然是

事与愿违、招致不满。所

以，确保好事办得好、实

事不落空，必须坚持走群

众路线，使要办的事符合

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

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

支持。对于那些人民群众

希 望 办 、具 备 条 件 办 的

事，应当毫不迟疑、尽心

竭力去办；对于那些人民

群众反对办、没有能力办

的事，不能一意孤行瞎忙

活、好高骛远招实祸。

好事没办好、实事落

了空，在有的时候是由于

缺乏一以贯之的精神和

一 抓 到 底 的 决 心 。古 人

讲：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的确，干什么事情都需要

有付出，都可能遇到困难

和挑战。如果没有决心、

恒 心 ，就 很 可 能 虎 头 蛇

尾、半途而废。应当看到，

人民群众期待的好事实

事特别是一些投入大、牵

涉面广的事情并不是轻

而易举或者一朝一夕就

能办成的，往往需要下大

力气和苦功夫，需要有一

个过程。这就要求坚定信

心、拿出勇气，坚持不懈、

锲而不舍，把每一个环节

想 好 ，把 每 一 项 工 作 做

细，从而把每一件好事办

好、实事办实，为人民群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好事要办好 实事不落空

中央精神

习近平强调
确保学习实践活动成为群众满意工程

观点直击

中央企业应在推动科学发展中担当大任
——《人民日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系列评论之二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