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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是一项重要的基础产业和特殊的公
益事业 。 发展林业 ， 不仅利在当代 、 当地 ，
而且泽被后世、 全球。 省第十次党代会明确
提出： “必须把两型社会建设摆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 建设绿色湖南。” 我们应以贯彻落实
《绿色湖南建设纲要》 为契机， 全力以赴推进
林业改革发展， 不断巩固和发展湖南绿色优
势 ， 为深入推进 “四化两型 ” 建设 、 实现
“两个加快” 提供强有力的生态安全保障和资
源环境支撑。

以战略的眼光审视林业发展

发展林业是建设绿色湖南的根本所在 。
建设绿色湖南， 是省委省政府立足世界经济
社会发展新形势， 按照中央要求， 结合省情
实际作出的战略部署， 是缓解资源环境制约、
建设生态文明在湖南的生动实践。 绿色资源
是我省发展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 2011年，
全省森林覆盖率57.13%， 活立木蓄积量4.16亿
立方米， 森林年释氧能力4.99亿吨， 让我们的
天更蓝、 地更绿、 水更清、 空气更清新 。 其
中， 林业作为核心支撑， 已成为建设绿色湖
南的根本所在 。 只有不断繁荣和发展林业 ，
绿色湖南的 “肌体” 才会更加健康， 青山绿
水的生态优势才会更加明显， 我省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才会更有保障。 我们必须把发
展林业作为建设绿色湖南的首要任务来抓 ，
让湖南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更牢、 支撑更强、
水平更高、 前景更美好。

发展林业是推动绿色发展的动力所在 。
林业具有与生俱来的绿色属性， 发展林业可
以从多方面推动绿色发展。 一是提供绿色资
源。 林业可以提供可降解、 可再生的绿色材
料———木竹花草， 蕴藏着前景巨大的绿色能

源———生物质能源 ， 出产丰富多彩的木本农
产品———木本粮油及水果等， 这为我们的生
产生活提供了重要资源基础。 二是发展绿色
产业。 林业是典型的 “两型 ” 产业、 低碳产
业、 生态产业， 无论是林业资源的开发利用，
还是林产品的精深加工， 都是绿色产业的重
要内容。 三是筑牢绿色屏障。 林业具有巨大
的间接减排、 水土保持功能， 可以提供源源
不断的森林碳汇， 优化生态环境。 简而言之，
林业不仅其自身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 广阔
的发展空间， 同时还能为农业现代化 、 新型
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提供有效
的绿色资源保障和良好的环境支撑 ， 是推动
绿色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发展林业是保障改善民生的潜力所在 。
湖南的基本省情是 “七山二水一分田”， 全省
60%的县市区可属林区， 60%左右的农村人口
生活在林区。 近年来， 随着退耕还林、 集体
林改、 采伐改革、 油茶发展、 测土配方等重
大措施的实施， 农民把树当菜种， 把山当田
耕 ， 兴林富民效益日益显现 。 据初步统计 ，
全省农民每年从林业加工中获得的收入近200
亿元， 重点林区县农民收入的40%-60%来自
林业。 我省林业用地面积是耕地面积的4倍，
林地的亩均年产出每提高100元， 全省农民可
增收200亿元。 因此， 我们完全可以说， 保障
改善林区民生、 更好地造福广大林农， 最大
的潜力在林业， 最大的希望也在林业。

以创新的思路推动林业发展

把建设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林业发展的首
要任务。 绿色环境、 绿色生态是绿色湖南的
基本要求， 也是林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我们
要以统筹城乡绿化、 加强森林经营、 严格资

源管护等为重点， 建设和巩固好保障湖南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 在统筹城乡绿化
方面， 切实加强森林、 湿地 、 城市等生态系
统建设，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 积极推进城市绿
化， 突出抓好 “三边” 绿化， 不断扩大森林面
积， 稳步提高森林覆盖率。 在加强森林经营方
面， 积极调整林种树种结构， 大力实施良种壮
苗工程， 培育无节良材， 开展优材更替， 全面
完成森林抚育任务， 大幅增加森林蓄积量。 在
严格资源管护方面， 加强森林、 湿地、 生物多
样性、 特定生态系统的保护与管理， 突出抓好
洞庭湖湿地保护， 切实加强森林火灾、 病虫害
等林业灾害防控。 强化林业执法， 加大对森林
公园、 自然保护区、 国际重要湿地、 城市 “绿
心” 等的保护力度， 遏制人为因素导致森林和
湿地资源退化的趋势。

把发展绿色生态产业作为林业发展的主
攻方向。 绿色产业、 绿色经济是绿色湖南的
主攻方向 ， 也应成为林业发展的主攻方向 。
我们要以大力发展林业一二三产业为重点 ，
加快推进林业产业化步伐， 切实做大做强林
业经济。 在发展第一产业上， 着力建设林产
品基地。 大力营造速生丰产用材林和工业原
料林、 毛竹丰产林， 培育乡土珍贵优质木材，
增强木竹供给能力和资源战略储备； 加强经
济林、 中药材、 花卉苗木、 生物质能源林等
特色基地建设。 突出发展油茶丰产林， 提高
单位面积产量和加工利用水平， 把油茶打造
成全省兴林富民的支柱产业， 保持全国油茶
第一省地位。 在发展第二产业上， 着力培育
骨干龙头企业。 培育壮大家具、 林纸、 林板、
林化、 林药、 林食等生态经济双赢产业， 大
力扶持泰格林纸、 金浩茶油等一批骨干企业
做大做强。 特别要大力发展家具产业， 坚持
一手抓资源培育， 一手抓品牌培育， 着力打

造具有湖南特色的家具产业品牌。 在发展第
三产业上， 着力创造生态文化品牌 。 突出发
展生态旅游业， 加大森林、 湿地旅游资源开
发、 整合、 推介力度， 突出将大湘西和洞庭
湖建设成全国重要的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

把深化重大林业改革作为林业发展的强
大动力。 林业要大发展大繁荣， 深化林业改
革是必由之路。 我们要以深化集体林权制度
改革、 推进国有林场改革等为重点， 理顺林
业发展体制机制 ， 激发林业发展动力活力 。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农村经营体制的重大变
革。 通过不懈努力， 全省1.79亿亩集体林地基
本确权到户， 林业生产经营关系发生了深刻
变化。 下一步， 应深化林木采伐、 林地流转、
林权交易、 森林保险、 林业合作组织等各项
配套改革， 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向纵深发
展。 国有林场改革是继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
林业改革的又一重大部署 。 国务院把湖南 、
江西列为全国国有林场改革整体推进试点省，
体现了国家 “北休南用” 的战略意图。 我省
现有国有林场206个1560万亩， 大多地处江河
源头、 湖库周围， 生态区位非常重要， 改革
意义特别重大； 同时， 这些林场大都基础设
施落后， 生产生活条件艰苦， 改革势在必行。
各级党委政府应像抓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一样
抓国有林场改革， 坚持先行先试、 敢闯敢试，
力求改出效益、 改出活力， 为全国提供示范、
创造经验。

以务实的举措保障林业发展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 各级党委政府要从
新的形势和任务出发， 把发展林业作为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的重大举措和建设绿色湖南
的首要任务， 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 应及时研

究解决林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着重在政策制
定、 工作部署、 财力投放等方面提供有力保
障。 建立健全发展林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 形成党政齐抓共管、 有关部门各负其责的
工作格局。 建立健全发展林业的工作责任制，
充分发挥 “湘林杯” 林业建设目标管理考核的
引导作用， 推动责任落实， 确保措施到位。

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 。 这是确保林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应立足当前， 着眼长
远， 加快完善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 、 野生
动植物防疫和林区道路、 供水、 供电 、 通信
等基础设施， 改善 “两站一所” （林业工作
站、 木材检查站、 森林公安派出所） 办公条
件， 不断夯实林业发展的基层基础。 深入实
施科技兴林战略 ， 加大林业科技创新力度 ，
加快林业科技成果转化， 大力推进林业机械
化、 信息化、 标准化建设， 不断提高林业建
设物质装备水平和科学管理水平。 强化林业
人才支撑， 加大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引进力度，
加强干部职工教育培训工作， 努力造就一支
高素质的林业人才队伍。

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 目前 ， 我省林业
以传统产业为主， 同时也包含公益成分 ， 整
体实力仍然不强， 必须加大支持力度 ， 优化
发展环境。 应强化政策支持， 切实完善各项
林业扶持政策， 在新型工业化、 县域经济发
展、 新农村建设、 农业产业化等各方面 ， 充
分考虑和支持林业的发展 。 强化财政投入 ，
对林业的投入随着财政收入的增长而逐年增
加， 建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 重点保障
林区基础设施、 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等重
点生态工程建设。 强化金融支持， 大力开发
林业金融产品 ， 不断拓宽林业投融资渠道 ，
进一步完善政策性林业保险制度， 全面增强
金融对林业发展的服务能力。

大力推动林业发展 加快建设绿色湖南
梅克保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汤伟 ）记者今天从省委组织部获悉 ，
我省2012年公开考试录用法院、 检察
院工作人员报名时间将延长1天 ， 截
至4月28日17时止 ， 资格审查和缴费
时间也相应延长1天。

据统计 ， 根据目前的报名情况 ，
“两院” 仍有部分职位报名人数偏少，
欢迎符合条件的人员踊跃报考。 职位
详情请查询湖南领导人才网 （http://
www.hnleader.gov.cn/） 相 关 补 充 公
告。

28日再迎降水过程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谭萍） 时值谷雨，

已近初夏， 冷空气仍然保留着它的影响力， 今晨省内气温普遍
下滑。 不过气象预报称， 27日前我省天气以多云为主， 气温将
重新回升， 28日起我省将再迎降水过程。

在冷空气的影响下， 今晨省内最低温普遍下滑， 以长沙为
例， 24日早间最低温为21摄氏度， 今晨降至16摄氏度， 一早穿
着裙子丝袜上班的秦小姐顿感穿错了衣服。 气象专家提醒， 春
季天气变化无常， 需留意气象预报， 及时增减衣物。 不过， 随
着冷空气影响的结束， 后期省内气温相对较平稳， 日最高温将
达27至28摄氏度左右。

省气象台专家刘剑科分析， 26日省内多云为主， 有弱的阵性
降水发生， 27日雨区范围扩大， 湘南、 湘西有降水， 从28日起省
内阴雨日数居多， 28日湘北降水较强， 29日湘南降水增强。 近期
短时较强降水仍有发生， 尤其是28日至29日的降雨过程， 局部有
大到暴雨， 由于前期累积降水已较多， 土壤水分达到饱和， 再次
出现强降雨， 极易导致局部山区地质灾害的发生， 提请各相关地
区提早防范。

4月25日下午 ，长沙市雨后天晴，碧空如洗，福元路湘江大桥桥墩的工
地上，框架结构和建设者忙碌的身影，构成了一幅图画。 本报记者 刘谦 摄

天主教湖南教区
主教祝圣典礼在长举行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钟扬 王施力）
今天上午， 天主教湖南教区屈蔼林主教祝圣典礼在长沙
天主教圣母无染原罪堂举行。

祝圣典礼由天主教北京教区李山主教主礼， 安徽教
区刘新红主教、 山东兖州教区吕培森主教、 江西教区李
稣光主教、 广东江门教区梁建森主教、 广西教区谭燕全
主教襄礼。 我省25位神父以及修女、 教友代表200多人
参加祝圣典礼。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刘元
龙参加典礼并致贺词， 中央统战部、 国家宗教局以及部
分省市统战、 宗教工作部门有关领导应邀观礼。 整个祝
圣典礼庄严肃穆、 热烈祥和、 井然有序。 祝圣仪式后，
教友们纷纷向屈蔼林主教表示祝贺。

主教祝圣仪式按照中国天主教主教团 《关于选圣主
教的规定》 和 《主教圣秩授予典礼》 有关程序进行， 宣
读了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书。 新任主教屈蔼林在仪式
上宣誓： 善尽主教职责， 辛勤修德， 办好天主教教会和
荣主救灵事业。 带领本教区全体神父、 修士、 修女和教
友， 遵守国家法律， 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团结， 为
促进湖南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 社会和谐， 贡献毕生的
力量。

屈蔼林主教， 男， 湖南衡阳人， 汉族， 1961年5月
出生。 1981年毕业于衡阳基础大学， 1990年底进入教会
工作， 1991年考取中南神哲学院， 1992年至1995年在北
京神哲学院学习。 1995年6月晋铎， 任衡阳市天主堂本
堂神父。 1999年， 由原天主教湖南教区屈天锡主教委任
为副主教 。 2000年至今任衡阳市天主教爱国会主任 。
1999年至今任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副主任。 衡阳市政协
委员 。 2011年12月19日高票当选为天主教湖南教区主
教。

本 报 4月 25日讯 （记者 乔伊蕾 ）
“提炼 ‘湖南精神’， 就要既体现历史人
文传统 ， 又彰显湖南人的性格特征 ” 、
“‘湖南精神’要有地气、文气、朝气”……
一个大显示屏， 若干个视频窗口 ， 现场
与会人员不时与视频中的人进行交流 ，
互动气氛十分热烈。 这是记者今天在全
省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大学生村官 “湖南
精神” 视频座谈会长沙主会场看到的一
幕。

自 “湖南精神” 征集提炼活动开展以
来， 全省通过红星网参与征集提炼的基层
党员干部达300余万人次。 为了更加了解
基层关切， 倾听基层声音， 让 “湖南精
神” 真正接上 “地气”， 受 “湖南精神 ”
征集提炼活动办公室委托， 红星网组织了
这次视频座谈会。 来自长沙、 株洲 、 湘
潭、 永州、 怀化、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的基层党组织书记、 大学生村官等代表，

通过红星网和长沙 “1+5” 党员教育管理
系统， 以现场视频连线面对面交谈的形
式， 为提炼 “湖南精神” 献言献计。

座谈会上 ， 大部分代表认同 “心忧
天下 、 厚德致远 、 脚踏实地 、 敢为人
先”， 认为该表述语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湖
南人的精神特质。 同时， 大家认为 ， 此
表述语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要合理吸纳
其他三条表述语的内核元素。 有的建议
将该条表述语中部分词句调整顺序 ， 使
其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 也有部分代表
选择 “重大义、 勇担当 、 敢争先 、 乐奉
献” 等其他表述语， 并提出了修改完善
的建议。

活动办负责同志表示 ， 这次视频座
谈会形式新， 与会代表情感真、 建言实。
活动办将认真吸纳来自基层的民意和智
慧， 力求使 “湖南精神 ” 接上地气 ， 富
有灵气， 赢得人气。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让“湖南精神”多接地气
全省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大学生村官“湖南精

神”视频座谈会召开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周小雷） 今
天下午， 省湖湘文化研究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精神” 集中提炼座谈会。 来自省内
的20多名社科理论专家、 学者代表汇聚
一堂， 在目前已集中的4条 “湖南精神 ”
表述语基础上， 进行了深入打磨 、 提炼
和完善。

省政协原学习委员会主任邓超高认
为， 提炼 “湖南精神” 要真正体现湖湘
特色， 要反映湖南人的人文特征 ， 引导
正确的价值观导向， 起到鼓舞斗志 、 振
奋精神的作用。 他把 “湖南精神 ” 概括
为 ： 心忧天下 、 笃实务本 、 坚韧不拔 、
敢为人先。

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郭辉东认为，
以 “心忧天下、 奋发图强 ” 作为 “湖南
精神” 比较适合， 这8个字体现了湖湘特

色， 具有地域性、 传承性和感召力。
与会专家各抒己见 ， 讨论热烈 ， 最

后大家形成较一致意见 ： 以 “4选1” 得
票最多的表述语为基础， 修改为 “心忧
天下 、 敢为人先 、 脚踏实地 、 明德致
远”。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 “湖南精神 ”
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
主任张志初听取了专家学者的发言后
说 ， “湖南精神”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在湖南的具体体现 ， 对促进我省
“四化两型 ” 建设 、 实施文化强省战略
具有重要意义。 提炼 “湖南精神 ” 要注
重历史与现实、 形式与内容的结合 ， 传
承历史、 反映当代、 展望未来 ， 用生动
易懂的语言来表述 ， 真正体现地域特
色。

“湖南精神”要体现湖湘特色
省湖湘文化研究会举行集中提炼座谈会 南航将开通

长沙-广州-伦敦航线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蒋立琴 易浩

张骥） 湖南人到伦敦看奥运会更方便了！ 今天， 南方
航空公司在长沙举行航线推介会透露， 为迎接2012年
第30届夏季奥运会今年7月在伦敦举行， 南航将于6月6
日开始， 开通长沙经转广州直飞伦敦的国际航线。 这
是南航首次开通国内至伦敦的航线， 也是南航今年开
通的第一条国际航线。

据了解， 该航线南航将使用豪华舒适的空客A330-
200型宽体机执飞， 每班可搭乘旅客217人， 每周3班，
班期为周三、 周五、 周日。 去程航班号CZ303， 9时从
广州起飞， 15时25分到达伦敦； 回程航班号为CZ304，
每周日18时25分伦敦出发， 13时25分到达广州， 每周
三、 周五22时30分伦敦出发， 到达广州的时间为17时
30分 （以上时刻均为当地城市时间）。 旅客可拨打南航
24小时服务热线95539或登陆南航门户网站www.csair.
com查询具体详情。

“两院”招考报名时间延长1天
截至4月28日17时止

本报4月25日讯（记者 易禹琳）记者近
日从全省旅游教育培训工作会议上获悉，至
2011年底，我省旅游教育培训总量已达40万
人次，跃居全国第二位。培训范围从旅行社、

星级旅游饭店的从业人员，延伸至旅游项目
的投资方、基层旅游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和
旅游新兴业态的从业者。国家旅游局评价湖
南的做法在全国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

我省旅游教育培训总量居全国第二

本报4月25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邓科） 打电话报警求助而民警不接 、 应当
立案的而民警不立不查……从今天起 ， 长
沙市民如遇到此类情况， 可拨打电话0731-
110或82587740进行举报。

据了解，长沙市公安局于4月24日起，在
全市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治虚灭假”专项整
治工作。整治重点包括4项：一是接处警不作
为。二是有案不立或不受。依法应立（受）案

而不予立（受）案，不破案就不予立案、已破
获的隐漏案件不及时补立（受）案，不严格履
行审批制度和审批手续立（受）案。三是办案
不作为、乱作为。长沙市公安局专门制定出
台“治虚灭假”问责办法，规定对整改后仍存
在执法不作为、乱作为、弄虚作假的民警，将
根据情节依法依规对其进行禁闭、停止执行
职务、降级或降低警衔、免职、党纪政纪处分
直至追究法律责任。

长沙警方“治虚灭假”

去伦敦看奥运更便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