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唐善理 李寒露）2月15日，按照省委
的统一部署，常德市、永州市分别举
行“走访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
题”作风建设主题活动动员大会。

在常德， 市委书记卿渐伟要求
全市各级各部门注重活动成效、落
实工作责任，加强监督检查、建立长
效机制。他提出，要把主题活动与创
先争优活动部署的“三个一万”主题
实践活动相结合， 与建设人民满意
政府活动、 千家部门服务千家企业
活动、“一联一 一帮一” 活动相结
合， 使干部作风建设取得更多更大
成效， 以优良的作风让人民群众满
意， 以优异成绩使人民群众过上更
幸福的生活。

简短而隆重的启动仪式后，满

载常德市委、 市政府深情的27台物
资车辆从会场缓缓开出， 该市1000
多名市直单位的工作队员冒着细雨
奔赴各自的联系点， 开展 “四送下
乡”活动和专题调研。 当天，卿渐伟
也下到联系村———鼎城区谢家铺镇
官桥坪村走访调研。

永州市组织市、县、乡3级4万名
机关干部深入群众、 深入农村 （社
区）、深入项目、深入企业，机关与村
（社区）、企业结对子，机关干部与贫
困户、困难职工结对子，切实改进干
部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启动仪式上，永州市委书记张硕
辅要求下基层队员强责任、 听民声、
解难题、树形象，着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力所
能及地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实际困难，为基层群
众办几件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事。 联系一批贫困户和
困难职工，把党的温暖、政
府的关怀、脱贫的信息、帮
扶的举措送到他们手中。

1、辣子、骡子、钉子、才子（省国
资委 杨晓喻）

2、质朴潇湘 、惟楚阳光 、四水笃
行、芙蓉无疆（省国资委 曾寿彬）

3、厚德仁尚 、唯新争先、勇于挑
战、精诚报国（湖南有色金属集团有
限公司 张文建）

4、敬业报国 、求真务实、义利共
赢、追求卓越（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刘纪任）

5、心忧天下、敢于担当、坚韧执着、
变革图新（湖南海利集团 谢惠玲）

6、敢为人先、创新求变 、迎难挑
战、担当天下（湖南路桥建设集团 方
联民）

7、胸怀天下、传承创新 、务实敬
业、崇德奉献（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马放军）

8、崇文尚武、笃诚厚实、胸怀四海、
十足辣劲（湖南省煤业集团 姚仲秋）

9、忧、韧、和、诚 （湖南省轻工盐
业集团 李名辉）

10、大爱、先锋、坚实、更美（湖南
建工集团 周胜）

11、求新思变、务实奉献（省科技
厅 段志雄）

12、忧民报国、敢为人先、求是尚
德、聚力图强（省纪委 刘大放）

13、果敢、务实、创新、包容（衡南
县硫市镇政府 谢先周）

14、求真务实、勇于担当（衡南县
洪山镇政府 尹小华）

15、担当、坚韧、求是、务实、包容
（长沙市北雅中学 王瑞芬）

16、厚德、笃行、求是、创新（衡南
县第十一中学 陈启忠）

17、正义果敢为人先、勤奋仁爱
怀天下（省委宣传部 蒋刚先）

18、忧国忧民、坚韧刚毅、经世致
用、明德仁爱（省建设银行 廖金华）

19、和通德容、忧启诚承（省军区
司令部通信站 杨继多）

20、厚德重学、务实求是、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邵东县环卫局 李文胜）

21.红色传承、勇于担当、与人为
善、得道多助、前程似锦（省科协 小楚）

22.敢为人先、与时俱进（防灾科
技学院 谢敬）

23.爱国忧民、刚毅敢为、崇德明
智、精诚克俭、务实求新（岳阳水文水
资源勘测局 李华）

24.德智为先、诚实勤奋、先忧后
乐、和谐坚韧（海南陵水 任降林）

25.忧乐天下、敢为人先、刻苦耐
劳、自强不息（湖南制药有限公司 仕
友）

26.团结勤奋、求实创新（洪江市
深渡苗族乡 黄进福）

27.崇文尚武、心系天下、吃苦霸
蛮、利在百姓（衡南县公安局 张家常）

28.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心忧天
下、经世致用、敢为人先（长沙市五老
讲演团 冯仲文）

29.海纳百川、志存高远、求实创
新（洪江市深渡苗族乡 向同喜）

30.爱国忧民、自强不息、勇于奉
献、诚实守信、开拓创新（蓝山县供销
联社 欧阳晏）

31.智诚勤韧忧天下、立言立功敢
为先（新宁县作风办 彭贵珊）

32.坚韧、开拓、诚信、创新（益阳
市南添公司 刘旦明）

33.经世致用、实事求是、崇文厚
德 、勤奋自强 、创新争先 （省委党校
彭富国）

35.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湘
潭市雨湖区 吕风华）

36.惟楚忧天下、湖湘敢创先（长
沙三湘大市场 李建华）

37.情动中华、心忧天下、敢为人
先、自强不息、创先争优（岳阳市财政
局 高飞）

38.崇德善思、坚韧干练、豁达勤
勉、敢为人先（常德市商务局 石林）

39.心怀天下、敢为人先、奋发图
强、坚韧不拔（芷江侗族自治县 陈青
山）

40.惟楚有材、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开拓创新、湖湘天下（沅陵县教师
进修学校 瞿宏红）

41.大智大勇、大仁大义、大情大
爱（常德 陈元德）

42.执着三湘四水、霸蛮湖南精神
（沅江 刘强民）

43.勇猛刚强、德美睿智、敢为人
先（隆回 贺建新）

44.爱国忧民、勤奋诚信、仁爱和
谐、务实创新（茶陵 谭能诠）

45.心怀天下、开拓创新、顽强拼
搏、诚信包容（西安 刘荡波）

46.诚实守信、创业争先、负重奋
进、团结求索、和谐家园（常德 汤志生）

47.知行合一、诚信创新（溆浦县
史志办 张昌竹）

48.心忧天下、诚实待人、不怕牺
牲、敢为人先、勇往直前（湖南第一工
业设计研究院 张慰尊）

49.气宇轩昂霸得蛮、克己奉公耐
得烦、敢为人先不怕辣（刘珊珊）

50.信念、决心、无畏、民主、独立
（唐瑞富）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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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乔伊
蕾） “企业文化是湖湘文化的一部
分，‘湖南精神’要注入企业文化内
涵”、“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湖南精
神’引领”……今天上午，部分省属
国企代表汇聚长沙 ，举行“湖南精
神”征集提炼活动座谈会。

座谈会上，省国资委 、湖南路
桥建设集团 、湖南海利集团 、湖南
华菱钢铁集团、湖南有色金属控股
集团、湘投控股集团、中联重科、华
天实业控股集团、湖南省轻工盐业
集团、湖南省煤业集团等部门和企
业的代表立足岗位， 结合工作实
际，畅谈了对“湖南精神”内涵的理
解，并提出了意见、建议 。 大家表
示，开展“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
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

精神、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全省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
我省历史上的第一次。

大家认为， 征集提炼 “湖南精
神”工作文化含量高，形成共识难度
大，政治导向性强。 省属国有企业要
把征集提炼“湖南精神”与促进企业
发展相结合，用“企业精神”丰富“湖
南精神”，用“湖南精神”推动企业加
快发展。 要与加强企业党建、 思想
政治工作相结合， 凝心聚力， 形成
共识。 要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相结
合， 丰富企业文化底蕴， 夯实企业
文化基础。 要深刻理解“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的重大意义， 积极参
与，提炼出更多更好的、富于企业文
化特色的“湖南精神”表述语。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

本报2月1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导
小组办公室召开第三次专家座谈会。
社会各界专家学者肩负责任和使命，
围绕“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慎重
思考，反复斟酌，展开深入探讨研究。

座谈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湖
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是弘扬湖湘文
化优秀传统、 丰富湖湘文化内涵、建
设文化强省的重要载体，是我省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形成推动“四化两型”建设的
凝聚力和影响力。 提炼湖南精神，是
一个充分凝聚群众智慧的复杂过程，
是一个深刻体现民意的系统工程，要
求很高，难度很大。专家们表示，一定

竭尽全力、穷其所能，力争提炼出既
具有湖湘文化特色、 体现历史传承，
又富于时代特征、凸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湖南精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专家组成员郑大华认为，任何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离不开精神的
支撑， 湖南人同样离不开 “湖南精
神”。从屈贾至近代，湖南人都有一颗
忧国忧民之心，同时，也饱含担当、朴
诚、尚德、坚韧等精神特质。

据悉，截至2月15日，已累计收到
信函11414件，仅当日收到80件；累计
收到网络回复15315条， 仅当日收到
网络回复 1467条 ； 累 计 收 到短信
11915条，仅当日收到短信352条。

“湖南精神”征集活动
召开第三次专家座谈会

本报评论员

“走访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
难题”,今年作风建设主题活动在三
湘大地迎着春风展开了！

这是一次作风上的大教育、大
检验、大洗礼，是贯彻落实省委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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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体举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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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社会和谐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
政治优势。 当前，党员干部的思想作
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
作风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群众
反映十分强烈。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
展、社会的进步，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化需求不断增长，对政务服务、社会
公共服务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
求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进一步转变作
风，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提高服
务能力，以更好的服务取信于民。

走出机关，深入基层，不仅是转
变作风的需要， 更是与群众融洽感
情的迫切要求。 我们要真心诚意拜
人民为师，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加深对基层的了解， 增强对群众的
感情； 我们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 ,坚持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问
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
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只
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 群众才会
把我们放在心上； 只有我们把群众
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大兴求真务
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 在作风建
设主题活动中，接地气、摸实情，办实
事、解民忧，求实效、树形象，不作秀、
不扰民、不虚飘，不搞形式主义，不做
表面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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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力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科
学发展中遇到的矛盾与困难。 我们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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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
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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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风凝聚党心民心，决定事业兴
衰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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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机关干部作风焕然一新，必
将凝聚起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湖南一
定会呈现推进“四化两型”、实现“两
个加快”、“两个率先”的崭新气象。

走访群众听民声
深入基层解难题

干部下基层推动作风转变

丰富“湖南精神”
企业文化内涵
部分省属国企代表参与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座谈

常德永州启动干部下基层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