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版式编辑 吴希 责任校对 程小林

H�U�N�A�N� � �D�A�I�L�Y

!!"#$ %%&'(
!"#$

!!""#%&$'()*+%,-./01&&& 23!" "45)6'789
!"# $%& '(

:;<=%)*+!,-!./0
12345"

!"#$!%&'()*+,-
./012!345678" 9+:
;<=>?.@AB!CDEFGH
IJKL+MNOP#$QRS.T
F!UVWXYZ.[E\]@^_
`abc!_defghiKRj.
klmno"

?p;qr.stu!vw+R
x[ywz{|!:B}~�2��
�p;��!:�B��$!���
�;&���#�w��.�$" �
���CDE�m�����R�

�m�1�!� .¡¢£�¤F¥
¦$§¨©ª.M«!¬{®¯.
°±²³�´´&µ¶·.¸¹«!

º��».$�¼¢" :½¾¿!À
Á²ÂÃÄÅ#ngÆv.nÇÈ¿
ÉÊ+�I" ËÌÍ!ÎÏ�ÐJU
V.KL!ÑÐµÒ²Ó#Ô².Õ
Ö×%

ØÙÚV.�R��m�Û¤
ÜÝÞßàá!:âãäåæ#mç
èé.êë�eìíJTF!Ì3î
�³ï.²ð" ñ¢òó.ôe��
ám.õì!U.öe÷øù�úû
.üý2!:B.þÿ!"#${�
��.%&!'<Ð()d%&+:
B*+,-" .ICDE!Ýám�
³ï./0" UÎ1,2Ï�:3E
4�5Ì�56î78!9_eì.

:;" Ýám<$&=V>ñ?%!)
B@@íAR�B��CD!ÚVE
A56§F!�aG�HmIJKL
M.CDEN99JmD.OP!Q
R�ÚV,Sm�.TU!VCDE
WX6+YZ²[+\].^Z!_
`úab!:�ÚV.cmE" 'd_
me+f! ÝámWg,Sm�h
i!jZ²ÚVkl"

mØno+m�ÙpPqr!s
Ýám�tuv!R��m�wxu
yHzàá²ÚV{�n|!+o}
(~.�CD(�E" :�E»��
\!����.��²§�.\�6
îJ�����²�Z�" �âVy

E�Ð�2.mF§§qI��C
DE! OÐE�2<$&+�@B!�
IE!�����#���!�:ïZ
.CDE_���O F¡¢£% '
¤�âñ¥2¦§<$&¨$Î�M
NOP©¢ª×% '�}�«¬�.
V§$IJ�®¯.°�"

�.! CDE±²�A¨$!³
�´J?µ¶;ñ(�·" (�¸¹
¶<º»! CDE9+E¼(~J
½! �¾¯¿À.CDEFÁr{
&E�ÎÂÃAO'.ÄÅ!ÆÐÇÈ
rw�rbÐÉ.\ÊËÌ" A(�
¸Í¶<º»Î! íúû.@ÞF#
[aFÏJCDEu!Ð�&_Ñ×

jÒÓ»aÐÔ�#Õ��!�ÎÒ
Ó»aÖÐ:ïZ.CDE£% '�
½Ð¢�o×5ØÙCDEWÚb
ËÌ!ÛÜ¡Ý$IÞß" �Aàá
_»aYâãäÉ. !" ½åæç
èF��.éêë~ìí�CDE
æîÐïðÛñòóu!CDE.\
Ê}ôõî�öF"

÷^! måøIJùú.fû!
ühr! kýmþÿ²ÚV��!
R" "#($%.)w!^&B!ÚV
'()*ù+{³�ôômF.°
,!³�--©�
.M«!³�&&
�añ¡((

� � � � 1.网络 ： 登录本次活动办公室指定网站———红网
www.rednet.cn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平台在线提交，
或发送电子邮件到hnjs2012@rednet.cn；

2.信函： 请将信函寄至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办
公室。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225号蓉园宾馆七号
楼207房。 邮编： 410001；

3.短信： 基层党组织书记可通过基层党建手机信息
平台反馈。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参与方式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 � �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乔伊蕾）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
活动正在三湘四水如火如荼地开展，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强今天就此作出重要批示， 要求精心组织这项活
动， 使 “湖南精神” 体现优秀传统， 富于时代特征， 成为激
励全省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周强在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 《简报》 第1期上批
示说：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开展以来， 社会各界踊
跃参与， 受到干部群众广泛关注， 已成为弘扬湖湘文化传
统、 推动改革创新的群众自我教育和广泛参与的实践活动。
望精心组织， 充分发动， 汇聚力量， 形成共识， 使 ‘湖南精
神’ 体现优秀传统， 富于时代特征， 成为激励全省人民的强
大精神力量。”

2月1日以来， 在全省广泛开展的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
活动已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 截至2月7日上午10时， 活动累
计收到信函5196件 ， 网络回复6770条 ， 短信9093条 。 回复
中， 字字句句都体现了全社会对湖南的深情关切， 充满了大
家共同创造美好精神家园的强烈愿望。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办公室接到周强的重要批示
后， 立即召开了活动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会议， 第一时间传
达了批示精神， 并就贯彻落实作出了具体安排部署。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见3版

� � � �节能减排全民行动
实施方案要求

公务车每周限行一天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记者 江国

成）根据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宣部、财政部、
环保部、教育部等部门共同制定的《“十二
五”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我国将
陆续把节能减排活动从企业、机关、学校、
家庭延伸至军营、农村等各个角落，开展全
民节能减排行动。 《方案》还要求公务用车
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

根据节能减排政府机构行动计划 ，
全国政府机构公务用车按牌号尾数每周
少开一天，开展公务自行车试点，机关工
作人员每月少开一天车； 倡导政府机关
在用电高峰每天少开一小时空调， 上下
两层楼不乘电梯。

《方案》指出，要组织开展家庭社区、
青少年、企业、学校、军营 、农村 、政府机
构、科技、科普和媒体等十个节能减排专
项行动，通过典型示范 、专题活动、展览
展示、 岗位创建、 合理化建议等多种形
式，广泛动员全社会参与节能减排，倡导
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消费
模式和生活习惯。

� � � �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陈亚静 贺
佳）正值元宵佳节 ，6日下午 ，省委书记 、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分别来到人民日
报社湖南分社、 新华社湖南分社等中央
驻湘新闻单位，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送
上新春祝福。 周强希望中央驻湘新闻单
位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大局、服务人
民、改革创新，聚焦湖南深入贯彻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 为迎接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环境。

省领导路建平、 易炼红一同走访慰
问。

每到一处， 周强都详细询问各单位
新闻采编流程、 媒体自身发展、 采编队
伍建设等情况， 并与一线采编人员亲切
交谈 ， 关切地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
况， 鼓励大家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多
为人民群众鼓与呼。 近年来， 中央驻湘

各新闻单位积极创新传播载体， 大力加
强新媒体建设， 进一步扩大和延伸了传
统媒体的影响力。 周强饶有兴致地点击
浏览各媒体开办的网络主页、 电子商务
平台等， 并走进网络视频直播室、 录播
间实地考察， 他希望各新闻单位进一步
把栏目办出特色、 办出水平， 不断深化
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 形成
舆论引导的新格局。

在认真听取各新闻单位的情况介绍
后， 周强对中央驻湘新闻单位为宣传推
介湖南所做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
高度评价。 他说，近年来，中央驻湘各新
闻单位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宣
传报道湖南推进 “四化两型 ”、“四个湖
南”建设的探索实践，为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营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 积极开展准
确监督、科学监督 、依法监督 、建设性监

督， 为进一步推动湖南各级干部转变工
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维护群众利益发
挥了重要作用；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入
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活动，宣
传报道鲜活、生动、有深度 ，可读性越来
越强，影响力越来越大。 同时，各新闻单
位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在队伍建设、
现代多媒体传播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

周强希望中央驻湘各新闻单位在发
扬成绩、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好
今年的新闻宣传工作， 为迎接党的十八
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他说，湖南近
年来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综合实力
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明显改善。 当前，
全省上下正围绕全面推进 “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建设，为实现 “两个加快 ”发
展目标而努力奋斗。 希望中央驻湘各新

闻单位一如既往关注湖南，围绕省委、省
政府中心工作， 聚焦湖南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 展示湖南改革
发展取得的新成就、探索的新经验，推介
湖南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先进典型， 展示
湖南开放进取的良好形象； 坚持以人为
本，服务人民，多报道人民群众的工作生
活， 多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盼， 不断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 吸引
力、感染力，激励广大人民群众信心百倍
地创造美好生活。

周强强调， 中央驻湘新闻单位是推
动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力
量，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大力支持中央
驻湘新闻单位的工作， 主动加强沟通联
系， 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
难，自觉接受舆论监督，努力为各新闻单
位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聚焦湖南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生动实践”
周强走访慰问部分中央驻湘新闻单位

带着任务下去
解决问题回来

梅克保主持会议研究部署
作风建设主题活动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夏似飞）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省作
风建设领导小组2012年第一次会议上获悉， 从2月中旬开始，
我省将组织机关干部开展 “走访群众听民声， 深入基层解难
题” 作风建设主题活动。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主持会议并讲
话， 他要求， 带着任务下去， 解决问题回来， 认真治理庸、
懒、 散等突出问题， 进一步改进干部作风， 密切党群干群关
系， 务实苦干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 省领导黄建国、 郭开
朗、 易炼红出席会议。

为认真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关于 “建立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 的
有关要求， 落实省委 《关于建立健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进一
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若干制度的意见 》， 省委决定， 今年 ，
我省将在全省开展机关干部 “走访群众听民声， 深入基层解
难题” 作风建设主题活动。 2月15日至3月底， 将集中1个多
月时间， 组织省、 市 、 县 、 乡四级干部 ， 深入村 （社区 ）、
企业 （厂矿）、 项目 （工地）， 走访调研， 着力解决企业生产
经营、 项目建设、 民生建设、 新农村建设、 信访维稳和安全
生产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 维护和谐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下转2版①）

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张映合

2月2日， 农历正月十一， 地处雪
峰山麓的洞口县城， 刚刚飘过雨雪的
地面格外湿滑。 一大早， 洞口九中高
三216班的班主任胡铁石， 便和学校高

三定点联系人曾伟团等几位老师， 冒
着寒冷来到洞口镇橘城西路欧阳俏依
家里家访。

欧阳俏依是班上的优秀学生，人很
活跃，音乐、舞蹈样样不错，学习成绩也
很好， 高一高二还担任学校学生会主

席， 前不久还获评邵阳市优秀学生干
部。但欧阳俏依学习上也存在偏科等明
显不足，特别是英语一直是她的薄弱环
节。 老师们这次家访的重点，就是要和
她的父母一起探讨如何让这位 “爱徒”
学习上均衡发展。 （下转3版）

我省黄金总产量
跃居全国第7

去年首次突破15吨大关
本报2月7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

员 王自立） 记者今天从省黄金管理局获
悉，2011年，我省黄金总产量首次突破15
吨大关， 达到15.255吨， 比2010年增长
11.2％。 这是近年来我省黄金产量增长幅
度最大的一年，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排名
显示， 我省黄金总产量跃居全国第7位，
比2010年上升1位，其中矿产金产量排全
国第五位，比2010年上升2位。

湖南是全国重点产金地区之一。 从
产量构成看， 我省矿产金占据绝对主导
地位的局面继续维持， 尽管有色副产金
同比增长幅度高于矿产金6个百分点，但
总产量中矿产金仍占93％， 达到14242千
克，有色副产金仅占7％，为1013千克。

全省产金 “版图” 相比2010年有小
幅调整 ， 湖南金鑫黄金集团公司仍是
“龙头老大”， 全年产金6020千克， 占全
省总产量的39％， 但比重较上年下降5个
百分点。 （下转2版②）

让“湖南精神”成为激励
全省人民的强大精神力量

周强就“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活动作出重要批示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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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 走走基基层层春春春 走村串户家访忙

图②2月7日， 长沙火车站候车室， 旅客在查看车站信息。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龚晟 摄

春运节后
“第二波”

� � � �图①2月7日， 长沙火车站， 外
出的旅客携带着大包小包进站上
车。 当天， 随着学生流、 务工流和
探亲流的增加， 长沙火车站迎来春
运节后第二波客流高峰。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龚晟 摄

� � � �图③2月7日下午6时许， 长沙西收费站的24个收费通道全部开放，
出入城区的车辆快速有序通行。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①

②

③ “视频聊天”解纠纷
山里人的狂欢节
作家，应该成为母语的守护者

汽柴油每吨上涨300元
这个冬天为何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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