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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月 23日电 近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关于
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
作的意见》，要求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各有关部门和军队各级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有
效满足军人军属法律援助需求，
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

《意见》指出，做好军人军属
法律援助工作，事关广大官兵切
身利益，事关国防和军队建设，事
关社会和谐稳定，对实现党在新
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增强部队凝
聚力战斗力，促进军政军民团结，
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军地各
级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
积极为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援助服
务，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取得
明显成效。但仍存在保障机制不
够完善，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突出
等问题，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切
实做好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
依法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意见》明确，加强军人军属
法律援助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军爱民、民拥军，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按照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健全军
队和地方统筹协调、需求对接、法
律援助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机制，
完善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制度。逐
步扩大军人军属法律援助范围，
健全军地法律援助服务网络，建
立军地法律援助衔接工作制度，
加强各环节工作规范化建设，努
力形成党委政府重视、有关部门
组织协调、军地密切配合、社会各
界支持的工作格局，最大限度满
足军人军属法律援助需求。

《意见》强调，要把军人军属作为重点援助对象，对军人军属申
请法律援助的案件，经济困难条件应适当放宽，并逐步将民生领域
与军人军属权益密切相关的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开展多种形
式法律援助服务，积极帮助解决军人军属日常工作、生产生活中发
生的矛盾纠纷，为他们排忧解难。完善案件指派工作，提高案件办
理专业化水平。健全办案质量监督机制，督促法律援助机构和人
员依法履行职责，提高办案质量，确保军人军属获得优质高效的法
律援助。健全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机制，拓宽申请渠道，优化办
理程序。完善政策措施，让更多的军人军属受益受惠，努力实现应
援尽援。加强经费保障，将军人军属法律援助经费纳入财政保障
范围，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逐步加大经费投入。

《意见》指出，做好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是政府、军队和社会
的共同责任，必须加强统一领导，齐抓共管。各级人民政府要把军
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纳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纳入双拥
共建活动范畴，纳入社会治理和平安建设考评体系，统筹安排，整
体推进。军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建立军地法律援助衔
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及时沟通情况信息，研究存在问题，提出解
决办法，齐心协力抓好工作落实。

国务院中央军委印发

《意见

》

进一步加强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

本报北京 9 月 23 日讯 记者陈郁报道：2014年全国“敬老月”
活动今天在北京启动。为贯彻落实全国老龄办、中宣部等十部委
联合下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老龄宣
传教育工作的通知》精神，2014 年“敬老月”活动的主题确定为“传
承中华美德 弘扬敬老文化”。活动时间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活动内容包括 5 项：积极开展走访慰问和志愿服务活动；广泛
开展敬老文化宣传教育活动；大力开展老年文化体育活动；深入开
展老年维权优待活动；组织开展“老有所为”先进典型宣传活动。

今年恰逢“敬老月”活动开展 5 周年，全国老龄委对活动提
出明确要求，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有效利用时间节点，把开
展“敬老月”活动作为关注民生，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精心组织，有序开展。同时，为推动

“敬老月”活动在各地深入开展，全国老龄办将组织开展主流媒
体和老年媒体敬老爱老专题宣传活动、走访慰问贫困老年人活
动，并将举办“敬老文化”论坛，编印《中国老年人防诈骗指南》，
推出全国“老有所为”先进典型人物等，营造浓厚的敬老爱老社
会氛围。

2014年全国“敬老月”活动启动
开展走访慰问和志愿服务等五项活动

新华社北京 9 月 23 日电 国家档案局 23 日在其官网发
布了《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第三十集：湘西会战

（芷江战役）。
根据第三十集说明，1945 年 4 月，侵华日军集结约 8 万余

人的兵力，向湖南西部发起进攻，企图合围芷江机场，摧毁中
美空军的前沿阵地，并一举占领湘西，威胁重庆，挽救其行将
灭亡的命运。中国方面调集约 11 万余人的兵力，在陆军总司
令何应钦指挥下，构筑层层阵地，采取节节阻击、诱敌深入、包
围聚歼的战术，与日军展开湘西会战。

在湘西民众的大力支援下，中国军队对日军的疯狂进攻
实施顽强抗击，并主动出击，不断给日军以重创。会战后期，
中美空军出动强大的空军机群，从空中对日军地面部队实施
猛烈打击。中国第四方面军乘势出击，向日军发动全面反击，
收复了所有失地，击败了日军的进攻。

湘西会战（芷江战役）是中国抗战正面战场的最后一次会
战，历时近 2 个月，战线长达 200 余公里。中国军队以伤亡
1.9 万余人的代价，歼敌 2.8 万余人，取得了抗战正面战场最
后一役的完胜。此后，日军在中国战场彻底停止进攻作战，直
至战败投降。

《浴血奋战——档案里的中国抗战》 第三十集

湘西会战（芷江战役）

“像柴生芳一样做官”，正在成为甘
肃临洮县广大干部的共识。那么，柴生
芳是怎样“做官”的呢？

“2014 年，我要跑遍全县 323 个村
子，把每个村的村情吃透。”今年年初，
柴生芳在临洮县扶贫攻坚大会上公开
承诺。

去世前，柴生芳已经跑了临洮县的
280 多个村子，有的村子因为偏远，以
前从来没有县上领导去过。“车去不了
的村子，他宁愿步行几个小时都会去。”
临洮县扶贫办主任常贵勤记得，从 2 月
底开始到 5 月下旬的 3 个月时间里，他
陪柴生芳跑了 181个村。

临洮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在
柴生芳的眼里，扶贫攻坚也是一场“硬
仗”。在他办公室隔壁的小会议室墙
上，挂着两组大图。一组是重要经济指
标进度表，省、市列重点项目建设进度
表，争取项目资金、招商引资进度表；一
组是 2014 年临洮县产业示范村和潜力
村分布示意图。柴生芳生前经常对别

人说：“这是我的两组‘作战图’。”
2013年 10月 18日，甘肃省召开了

全省扶贫攻坚推进大会。第二天，柴生
芳就安排从扶贫、农业、水务、交通等 9
个部门抽调 30 多人，组成 3 个调查组，
分赴全县 18个乡镇、323个行政村走访
农户，摸底调研。为了准确掌握各村发
展中的欠账，彻底摸清家底，柴生芳指
导设计了一份统一的表格，内容从大类
到中、小项，涉及“三农”问题的方方面
面，大到农村基础设施、农业产业、公共
服务，小到自来水入户、集雨水窖、小型
人饮工程、山泉水⋯⋯

“拿到这份普查表，大家都很惊讶
地说，县长把工作做到家了，我们只要
把数字填上就行了。”常贵勤回忆说，调
研报告形成初稿后，柴生芳又安排人反
复核实修正数据。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努力，2014年 2
月 13 日，浸润着柴生芳心血和相关部
门同志汗水的方案出台了，一共 140
页，其中细化到村的表格就有 78 页。

“之前很多方案都是安排到乡镇，像这
样一竿子扎到村里，内容又如此详细、
精确的方案从来没有过。”常贵勤拿着
厚厚一本临洮县《深入推进“1236”扶

贫攻坚行动实施方案》感慨地说。
方案形成后，柴生芳又请人把这些

内容制成了地图挂在政府小会议室墙
上。记者看到，在那些行政村的位置
上，有的画着牛、羊、猪、鸡，有的画着马
铃薯、中药材、蔬菜、瓜果、花卉、苗木，
还有的画着农民工在建筑工地工作，这
些形象的标注，代表着该村产业发展的
方向。这样一幅临洮的经济发展图，就
成了柴生芳的“作战图”。

一系列全新的做法，使临洮被列为
甘肃省“精准扶贫示范县”。人们知道，
如此精细的扶贫举措，来源于柴生芳用
脚步丈量民情、善于倾听民意的“做官
方式”。有人说，挂在会议室墙上的两
组“作战图”不是画出来的，是柴生芳一
脚一脚“走”出来的。

临洮县南屏镇康家沟村，有一个小
组名为“划不着山庄”。整个村组 12 户
人家零星散落在大山深处，因交通极不
方便，旧社会公职人员征收赋税感到得
不偿失而得名。南屏镇的包村干部杜
文卓说，今年 4 月 27 日，柴生芳走了 4
个多小时来到了这里。随行人员记得
村里 83 岁的老人孙永财对柴生芳说，

“你是几十年来，到我们村最大的领导，

也是唯一一个县长。”
“往往是乡镇上不想让去的，他就

非要去。”常贵勤记得，有一次，他们下
乡到大山深处的中铺镇，崎岖的山路
上，积雪还没有消融。有人建议说，这
个村子太远了，路又窄，能否不去了。
柴生芳却坚定地说：“只要是临洮的地
方，咱就去！”在实地调研中，柴生芳劝
说全村 148 户人家实行易地搬迁。现
在，村里已经有 111 户村民搬到了中铺
镇镇政府所在地。

临洮县窑店镇翻山村党支部书记
胡兴亮说，柴生芳去年下乡来到村上，
事先就了解掌握了村上的人口、耕地、
贫困人口、发展历史等情况，然后一户
一户走访困难群众。“柴县长对我们村
的情况了如指掌，让我这个村支书都非
常惊讶，他是把群众的事真正放在自己
心上了。”

“他是我们的好县长！”这是临洮人
对柴生芳最简单朴实的评价。从贫寒
出身到踏入燕园，从西北考古到东渡求
学，从省城工作到扎根黄土⋯⋯柴生芳
的人生轨迹，是来自群众又走向群众的
过程，是学成后离老百姓越来越近、最
终融入其中的一条生命回归线。

一 颗 火 热 的“ 公 仆 心 ”
——追记甘肃省临洮县县长柴生芳（中）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累了你就歇歇脚,渴了你就喝杯
茶,气了你就消消火,难了你就说句
话,这里就是你的家。”在贵州省凤冈
县永安镇“群众之家”,墙上贴着这样
一段话。凤冈县广泛深入开展的党群
直议、干群直通、县乡直达、民生直办

“四直为民”新机制成为基层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大创新成果。
联系服务群众既要有载体、有灵活的
方式,更要有长效的制度加以保障。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贵州省
鼓励各地创新活动载体，完善活动机
制，确保活动开展有序有效。

贵阳市出台了《干部联系群众实
施细则》,对联系群众的方式与任务、

组织实施与监督保障等作了详细规
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切实转
变作风,将服务群众归纳为做“加法、
减法、乘法、除法”，分类办理，提高办
事效率。通过创新活动载体，加强干
群互动，许多问题得以妥善解决。贵
州师院针对学生出行难问题开展问卷
调查,汇总整理形成专业的调研报告，
由学校与公交公司对接协商，最终解
决了这一难题。

据统计，贵州省在第二批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
批事项 3771 个，同比减少 18.3%；查
处查办“吃拿卡要”、“庸懒散拖”1393
件、干部 2410 人；查处查办在项目审
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等工作中
暗箱操作、权力寻租 58 件、干部 73
人。全省应公开和简化办事程序的单
位7502家，公开和简化比例为75.6%；
查处办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 42 件、干
部 49人。 （宗 文）

贵 州

创 新 载 体 提 升 效 率
贵 州

创 新 载 体 提 升 效 率

甘肃省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主动回应群众关切，扎实推进整改
落实，着力解决突出问题，确保惠民政
策不缩水不走样。

金昌市坚持把群众满意作为评判
教育实践活动成效的标准，选择环境
污染、生态保护、食品安全、饮水安全、
农民持续增收、居民养老、医疗服务、
公共交通、居民区基础设施建设、社区
服务等十个方面的难点问题进行专项
整治。在各服务窗口单位深入开展以

“假如我是患者”、“假如我是乘客”、
“假如我是村(居)民”、“假如我是经营
户”为主要内容的换位思考大讨论活
动，引导党员干部通过换位思考查找
差距，改进作风。

临夏州围绕扶贫基金合理使用，

促进公正透明，认真开展城乡低保清
理规范专项整治，采取入户调查、邻
里访问、信函索证、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等方式，了解掌握家庭户籍、收入、
财产等真实状况，以家庭收入和家庭
财产为依据认定低保对象。农村低
保全面推行“户申请、乡受理、入户
查、社选评、村评议、乡审核、县审批”
认定程序，城市低保全面推行“户主
申请、经济核对、复查核实、听证评
议、审核审批”认定程序。对各项扶
贫专项资金按照查资金、看项目、评
成效三个步骤，进行全面彻底核查。

数据显示，在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中，甘肃累计查纠城乡低保错保漏
保对象 336940 人，其中城市低保对
象 47844 人，农村低保对象 289096
人；查纠违规纳入农村危房改造、城镇
保障性住房对象 1968 人；查处落实惠
民政策优亲厚友、以权谋私问题 134
起，处理相关责任人 642人。

（宗 文）

甘 肃

确保惠民政策不缩水不走样

9 月 19 日一大早，云南保山市红
花村村民王德江来到马路对面的工地，
查看拆迁安置房的施工进度和施工质
量。和王德江一起来的还有其他 4 个
村的 13 位村民代表。与王德江一样，
他们都是保山市区正在进行的棚户区
改造的拆迁户，他们正在代表拆迁户
做每周一次的例行巡查。

王德江家的拆迁面积有 300 多平
方 米 ，根 据 安 置 方 案 可 以 分 到 3 套
房。他准备自己住一套，两个儿子一
人一套。在工地，干过建筑工程管理
的王德江很内行地边看边告诉记者，

“施工进度还可以，安全防护设施比较
完备。混凝土的质量不错，钢筋的粗
细达标，钢筋的间距也是合规的，我很
满意。”

现场负责接待拆迁户代表的项目
经理杨绍昆说，“保山市棚户区改造涉

及 8 万人，投资 160 多亿元。为了把棚
户区改造这一好事办得让村民满意，
当地充分尊重村民的诉求，在规划之
初努力做到倾听群众意见，解决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杨绍昆指着工地旁
边的一块空地告诉记者，“你看，安置
小区旁边的那块地方将成为一个商贸
区，再过去两条马路，是正在建设中的
工贸园区，村民只要愿意就可以在这
里优先就业。”

据保山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正宁
介绍，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保山市委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成效取信于民。

19 日中午，保山市永昌路地下综
合管廊施工工地一片繁忙。负责施工
监理工作的云南世博监理公司经理刘
新贵告诉记者，“为解决市政道路反复
开挖的‘城市病’，保山市进行了管廊

综合改造。你看，这个管廊是箱式的，
宽 2.4 米,高 2.2 米，既有通风口、投料
口，还有人员进出通道，杜绝了反复开
挖的问题。”保山隆阳区人大副主任蒋
德印也在现场督促工程进度，他告诉
记者,“以前道路反复开挖，过往群众
骂、周边商户怨、各级政府干着急。这
次，市里借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的机会，痛下决心，以改革的方式
来开展建设。项目建成后设计使用寿
命均为100年，强弱电、供水、排污、燃气
等地下管线将被统一纳入综合管理。”

在隆阳区永昌街道办事处，文化
站的工作人员刘翠红参与了 6995 信
息平台的建设。她笑谈，“6995 是一
个 手 机 通 讯 短 号 ，谐 音 是‘ 来 救 救
我’。实际上，6995 设立的初衷也的
确如此，其功用是让手机变身小喇叭
的平台号码。”据介绍，保山市在城市

与农村划分了 11468 个网格，每个网
格配备一名网格员，在每个网格根据
人员分布情况，将居住地靠得近的农
户组成治安中心户群组，以便在发生
紧急情况时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保山市委书记李正阳说，“保山市
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抓的这几
件事，都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
保山棚户区改造是对新型城镇化的
探索，核心是促进产城一体，让农民
在棚户区改造的过程中，不但有新房
住，更要有工作做。综合管廊建设，
要解决的是干部政绩观的问题，要把
满足群众需求放在第一位。6995 利
用现代信息手段为群众办事。在未
来的工作中，保山市还将继续坚持改
革思维，实施标本兼治，力争用新的
思路、新的手段，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发
展前进。”

云南保山：

以实实在在成效取信于民
本报记者 周 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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