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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 贺佳 陈
亚静）今天上午，全省机关干部“走访
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题”作风
建设主题活动在长沙正式启动。 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在启
动仪式上强调，全省各级机关干部要
深入群众听民声， 转变方式谋发展，
凝心聚力解难题， 营造氛围促和谐，
真抓实干树形象，为全面推进“四化
两型”建设，实现“两个加快”、“两个
率先”提供有力作风保证。 省委副书
记、省长徐守盛主持启动仪式，省政
协主席胡彪出席。

省领导梅克保、路建平、郭开朗、
易炼红、蔡力峰出席启动仪式。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作风建
设摆在突出位置，每年都部署开展了
主题活动月、民主评议等活动，初步
形成了以月带年、常抓不懈的工作机
制， 有力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
定。 今年的作风建设活动以“走访群
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题”为主题，
将集中1个多月时间，组织省、市、县、
乡四级干部，下基层、听民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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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为推
动全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氛围。

周强指出，深入开展作风建设主
题活动，对于改进机关工作、转变干
部作风，增进群众感情、凝聚群众力
量，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
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按照“更加注
重解决实际问题，更加注重改进工作
作风， 更加注重提升服务群众本领，
更加注重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总体
要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 要深入群
众听民声，深入田间地头、社区院落、
厂矿车间和群众家中，真心诚意听民
声、察民情，真心诚意拜人民群众为
师，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不断提高各级各部门决策的科学化
水平；要转变方式谋发展，紧紧围绕
主题主线，紧密结合实际，同基层干
部群众一道理清发展思路，找准发展
路径，规划发展蓝图，做好农业春耕
生产、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当前重点
工作，着力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科学
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要凝心聚力解

难题， 到困难多的地方去解决问题，
到群众意见大的地方去理顺情绪，到
工作难推开的地方去打开局面，扎扎
实实为基层群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
着的实事好事； 要营造氛围促和谐，
积极宣讲形势任务、法律法规和党的
惠民利民政策，帮助基层化解矛盾纠
纷，做好全国“两会”期间社会稳定工
作，努力营造社会和谐稳定的浓厚氛
围；要真抓实干树形象，坚持察实情、
出实招、求实效，尽心竭力为基层和
群众服务，不搞形式主义，不做表面
文章，真正做到带着人民群众的期待
下去，带着人民群众的满意回来。

周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把
这次主题活动作为加强领导班子思
想建设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重要
载体和有力抓手，加强统筹，抓好结
合， 把主题活动与创先争优活动、基
层组织建设年活动、本地本单位中心
任务和日常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组织
广大干部走出机关，走进基层，大兴
调查研究之风， 大兴求真务实之风，
大兴艰苦奋斗之风，接地气、摸实情，
办实事、解民忧，与群众同吃同住同

劳动，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加深对基
层的了解，增进对群众的感情，增强
服务群众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率
先垂范、模范带头，省直机关要走在
前面、作出表率。 要通过这次主题活
动，使全省机关干部作风建设有新的
显著加强，为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
设，实现“两个加快”、“两个率先”提
供有力作风保证。

徐守盛强调，开展作风建设主题
活动，是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做
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各级机关干部要
立即行动起来， 自觉到困难最多、矛
盾最突出、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拜
广大人民群众为师， 向人民群众学
习，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
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要创新
工作方法，把排忧解难与做好群众工
作结合起来，把作风建设与改善民生
结合起来， 引导全省人民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努力在
科学发展、富民强省的新征程迈出坚
实步伐，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

� � � � � �全省机关干部作风建设主题活动在长启动

接地气 摸实情 办实事 解民忧
周强讲话 徐守盛主持 胡彪出席

� � � �周强号召，全省广大干部要走出机关，走进基层，接地气、摸实情，办实事、
解民忧，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与群众朝夕相处中加深对基层的了解，增进
对群众的感情，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

� � �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 唐婷 田
甜）今年我省粮食播种面积将确保稳
定在7900万亩以上， 总产稳定在600
亿斤以上。全省粮食生产工作会议今
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要
求，充分认识我省粮食生产工作的特
殊性、艰巨性和长期性，毫不松懈、毫
不动摇地抓好粮食生产，为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作出湖南应有的贡献。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主持会议。省
领导蔡力峰、徐明华、武吉海、魏永景
出席。

2011年，我省粮食生产克服严重
干旱、市场价格异常波动、生产成本
大幅上升等不利影响，比上年增产18
亿斤。 今年，我省将继续稳步扩大粮
食种植面积，全力保持粮食生产稳步
发展势头。

徐守盛强调，“食为政首”，粮食生
产必须始终放在首要位置。 要充分认
识我省粮食生产工作的特殊性、 艰巨
性和长期性， 按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和全国粮食生产表彰奖励大会的要
求， 全面落实国家和省里稳定发展粮
食生产的政策措施， 真正做到思想不
麻痹、政策不减弱、工作不松懈、投入
有增加， 确保粮食种植面积稳定在
7900万亩以上，总产稳定在600亿斤左
右。一要加大政策扶持。不折不扣落实
各项粮食补贴政策， 继续提高粮食最
低收购价， 继续加大农业补贴的力度
和强度，加大对种粮大户的支持。建立

健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 加大粮
食生产投入。不断拓宽投入渠道，产粮
大县奖励资金要全部用于发展粮食生
产。二要夯实粮食生产基础。全面落实
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坚决守住全
省5655万亩耕地、4853万亩基本农田
这条红线。不断提高耕地质量，继续加
强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
设。三要强化科技支撑。加快发展现代
种业，加强种子监管体系建设，抓好杂
交稻、超级稻的推广应用，提升粮食单
产水平。促进良种与良法配套，着力解
决制约我省水稻增产的技术瓶颈问
题， 力争全年水稻集中育秧面积突破
500万亩。 扎实推进粮食高产创建，推
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和建设。 四
要突出粮食产业开发。 继续深入实施
做优做强湘米产业工程， 集中力量抓
好300万亩标准化高档优质稻订单生
产基地建设，启动实施50万亩海拔500
米左右的山区基地建设。 抓规模化种
植， 力争今年全省新增承包耕地30亩
以上的种粮大户1万户。抓好“湘米”品
牌创建，力争选育出2-3个高档优质稻
新品种，着力培育2-3家标志性骨干龙
头企业。

徐守盛要求，切实落实各级粮食
生产责任，创新体制机制，加强部门
配合，努力为粮食生产稳定发展提供
坚实保障。 各项任务要层层分解到
市、到县、到乡镇、到村组、到农户。一
年之计在于春。 (下转5版③)

� � �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陈亚静
陶小爱）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周强出席长沙市财税收
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表彰大会， 他强
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科学把握形
势，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入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新的起点上推
动财税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省领导于来山、陈润儿、易炼红、
陈叔红、武吉海出席会议。

周强在会上说，长沙财税收入突
破千亿元大关，是长沙市科学发展的
重大成就，是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迈上
新台阶的重要标志，也是全省又好又
快发展的生动反映。 近年来，长沙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要求和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 始终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坚持科学依法治税理财，着力服
务经济发展，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着力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实现了财税
收入又好又快增长，为长沙市、湖南
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发挥了支
撑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周强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科
学把握形势，进一步坚定信心、抢抓
机遇、迎难而上，在新的起点上推动
财税工作又好又快发展。

一要抓经济发展，着力培植壮大
财源。始终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
动摇，牢牢把握主题主线，紧紧围绕
“两个加快”、“两个率先” 总任务和
“四化两型”总战略，加快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 加大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突出项目建设，下大力气上一批重大
产业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继续做大
优势支柱财源，推动经济与财税收入
持续快速协调增长。

二要抓依法征管，着力提高征管
水平。 加大财税征管力度，坚持依法
征税，注重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财
政征管；坚持科学理财，杜绝铺张浪
费，切实提高财税管理水平和财政资
金使用效益。

三要抓环境优化，着力构建和谐
财税。 要完善税收法规制度，优化税
收法制环境， 推动财税工作法治化；
要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
念，全力服务纳税人的现实需求和发
展需求； 要大力优化企业发展环境，
充分发挥财税的重要职能，营造有利
于企业发展和全民创业的宽松环境。

周强强调，要进一步优化财政支
出结构，着力在保发展、促改革、惠民
生上发挥更大作用，既千方百计做大
“蛋糕”，又科学合理分好“蛋糕”，把
有限的钱花在刀刃上。 要着力保发
展，紧紧围绕“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
调，统筹做好支持经济发展的各项工
作，合理安排政府投资规模，重点抓
好在建和续建重大项目建设，强化财
政政策导向，认真落实结构性减税政
策，激发企业发展活力；要着力促改
革，进一步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改革的财政投入，通过完善相关财
税政策，引导企业和社会各方力量加
强自主改革；要着力惠民生，坚持民
生优先不动摇，着力完善公共财政体
系，确保财政资金向基层倾斜、向民
生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多补社会
事业发展的 “短板”， 多办群众看得
见、摸得着的实事，让公共财政更多
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周强强调，要深入推进财税体制
改革，着力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
税体制。要进一步健全财力与事权相
匹配的财政体制，通过深化改革增强
财政体制机制活力，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提升财政管理水平；要积极拓展
财政资金投入使用方式，统筹建立多
元投入的政府公共投融资体系；要完
善激励型财政机制，建立健全生态补
偿机制，加快构建有利于两型社会建
设的财税政策支持体系；要强化财政
监督，建立健全监督管理体系；要加
强政府债务管理，主动防范和有效化
解政府债务风险。 (下转5版①)

周强在长沙财税收入首次突破千亿元表彰大会上强调

让公共财政更多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

� � �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田甜 唐
婷 李伟锋） 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
电话会议今天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
长徐守盛要求，常抓不懈、警钟常鸣，
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到位到人，
为全省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副省长、省政府秘书长盛茂林主
持会议。

2011年，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科
学发展、安全发展 ，强化安全生产责
任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重点行业领域
专项整治 ，持续开展 “打非治违 ”，保
持了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的势头。

当前，我省安全生产形势依然十分严
峻。 省政府决定从2月下旬开始，开展
为期3个月的 “打非治违”（打击非法
违法生产经营活动 ）集中行动 ，对高
危企业集中 、隐患问题突出 、安全事
故多发的30个县市区，分别明确省直
相关部门驻点督办。

徐守盛指出， 安全发展是科学发
展观的应有之义。 我们既不能要污染
环境、祸害子孙后代的GDP，更不能要
事故多发、牺牲生命、带血的GDP。 当
前， 我省各类安全生产隐患仍然非常
突出， 安全生产基层基础工作仍然薄

弱。 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
产这根弦，紧紧围绕实现“稳中求进”的
目标，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
紧迫感和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为“两
个加快”、“两个率先”提供安全保障。

徐守盛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
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紧紧围
绕降低事故总量、有效防范和坚决遏
制重特大事故两个目标，扎实做好今
年的安全生产工作 。 一要深入开展
“打非治违” 和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
治。 强化县乡政府打非主体责任，依
法强化停产整顿 、关闭取缔 、从重处

罚和厉行问责“四个一律”打非措施，
深挖严打非法违法背后的 “保护伞”
和黑恶势力。 结合“打非治违”行动，
进一步巩固深化非煤矿山、道路交通
专项整治成果，持续推进煤矿安全大
整治、水上安全综合整治 ，扎实开展
城市工业灾害防治工作。 二要切实加
强隐患排查治理和应急管理。 把深化
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与日常安全监管、
“打非治违 ”、安全专项整治 、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对排
查出来的安全隐患，一项一项落实整
改任务。 完善防范安全生产事故的预
报预警、预防工作机制和应急救援预
案体系，督促企业制定切实可行的应
急处置预案，扎实推进应急救援体系
建设，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初步完成
省级矿山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三要强
化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能力。

(下转5版②)

干部下基层推动作风转变
详见3版＞＞＞

� � � �本报2月15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潘丽） 工程机械长什么样
子？ 多数人可能第一反应是又笨又
粗的钢铁大家伙。 然而，今天在位
于长沙的中意设计创新中心大厅，
记者看到了外形如蝎子、螃蟹般灵
巧前卫的工程机械模型。

“蝎子 ”模型介绍牌上 ，标注
为：三一重工多功能越野挖掘机，
适合于爬坡、山涧等复杂地形，除

了挖掘功能， 同时具备抓握和钻
机功能。 “这是我们为三一重工设
计的概念产品，还没有量产，但代
表了未来的一种发展方向。 ”中意
工业设计创新中心（湖南）主任、湖
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院长何人可
对记者说，“正如三一重工‘品质改
变世界’所言，根本目的就是为了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 ”

(下转5版④)

徐守盛在全省安全生产工作电视电话会上要求

常抓不懈 警钟常鸣 为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确保今年粮食总产600亿斤以上
徐守盛要求，毫不松懈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

湖南日报广告客户联谊会举行

中意工业设计：
让湖南制造绽放“微笑曲线”

集聚湖南设计力量，长沙、上海、罗马
3地共谋“设计创造价值”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 携湖
南工程机械全新亮相国际舞台

� � � �2月15日，省儿童医院，联体姐妹千言、万语手术后康复出院。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相关报道详见4版＞＞＞

走访群众听民声
深入基层解难题

数字湖南新亮点

� � � � 2月15日，湖
南省工业设计创
新平台的工作人
员在进行设计创
作。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杨宗源 摄

� � � �———解读《国家“十二五”时期
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

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宏伟目标迈进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10月蓄水通航
湘江长沙段今冬将告别枯水断流

市民明年10月可坐地铁出行

2版

3版

4版

4版

详见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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