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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李国斌）今
天下午， 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
代表大会在长沙闭幕。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出席闭幕式并讲
话，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出席。大会选
举出新一届省文联主席、 副主席及秘
书长，谭仲池再次当选省文联主席。

此次大会审议通过了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 选举
产生了新一届省文联主席、 副主席及
秘书长。 大会选举王阳娟、王跃文、邓
东源、朱训德、任军、刘云、江学恭、汤
素兰、杨霞、张利萍、欧阳常林、罗浩、
周丕学 、周祥辉 、孟勇 、夏义生 、龚爱
林、龚曙光、曾应明、雷宜锌、黎晓阳为
副主席，夏义生兼任秘书长。

许又声在讲话中说， 省文学艺术
界联合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召
开， 必将对我省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 有多位年轻文艺家当
选副主席，是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 5
年一届的省文代会， 意味着一个文艺
发展新阶段的开始。 未来5年，湖南文
艺怎么发展、应该有什么作为，如何才
能不负省委的要求、人民的期待，是文

艺家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许又声提出三点要求。 一是形成

共识，进一步增强凝聚力。要增强大局
意识，强化文化自觉，坚持正确导向。
二是履行职能，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主
要从三个方面着力：创品牌，出精品；
崇实干，求实效；敢探索，勇创新。人才
是文艺发展繁荣的第一资源， 要创造
条件留住各个门类的领军人才， 特别
要重视年轻人才的培养， 使文艺事业
后继有人。三是优化环境，进一步强化
保障力。 一方面要抓住文化建设新高
潮到来的历史机遇， 加强文联系统的
基础设施建设， 使文联工作的设施条
件得到进一步改善， 另一方面要加强
文联系统的作风建设。

会议认为， 当前正面临文艺繁荣
发展的最好时机，各级党委、政府空前
重视支持文艺工作， 广大文艺家要矢
志不移坚持 “二为 ”方向和 “双百 ”方
针， 勇于创新坚守， 创作具有思想高
度、艺术高度和湖湘特色的精品力作；
要和衷共济，互助互爱，尊重艺术，尊
重人才，为激发创作活力，培养壮大文
艺队伍做出新的努力。

�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今天从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获悉： 从今年7月1日起， 省直单位、
大专院校、 中央驻长单位2012年度的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将按新标准执
行， 最高为2670元， 最低为200元。

根据规定 ， 以长沙市统计局公
布的上一年度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

资3倍测算， 2012年度职工住房公积
金月工资基数最高为 11124元 。 按
12%的缴存比例测算 ， 单位和职工
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最高各为 1335
元 ， 两者相加 ， 即月缴存额合计最
高为2670元 ； 单位和职工月缴存额
最低各为100元， 即月缴存额合计不
得低于200元。

同时， 驻长沙市区的省直行政事
业单位缴存比例为12% （中央驻长沙
市区单位可参照执行）； 驻长沙市区
的省属企业缴存比例为6％-12％， 具
体缴存比例由单位自行确定； 驻长沙
市区以外的省属单位， 按属地原则执
行所在地政府规定的缴存比例。

省直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透露 ，

与职工平均工资上涨同步， 近三年的
月缴存额标准已随工资基数 “水涨船
高 ” ， 2010年度标准为最高 2094元 ，
最低 160元 ； 2011年度 标 准 为 最 高
2302元， 最低200元。 而截至今年5月
底 ， 该中心累计已归集住房公积金
149.94亿元， 共涉及单位和企业2400
多家， 职工30多万人。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罗当）6月25日下午，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谢勇在长沙会见了美国
加州州立大学海思汀法学院副教授
韩凯思（keith J·Hand）。

谢勇对韩凯思来访表示欢迎 ，
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和立法工作
情况。 2011年，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进一步突出立法重点 ,完善立法机
制 ,坚持从湖南实际出发 ,坚持以人
为本、 立法为民,坚持社会主义法制
统一 ,推进科学立法 、 民主立法 ,立
法质量不断提高。 今年， 湖南省人
大常委会将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 ,重

点围绕湘江治理、 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 长株潭生态
绿心保护等方面开展立法， 继续做
好法规清理工作,维护法制统一。

韩凯思来湘，主要就中美两国立
法及备案审查等问题进行交流探
讨。 韩凯思说，加州州立大学海思汀
法学院非常重视中美法律方面的交
流探讨， 能来到湖南与各位专家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 近距离了解湖南
省相关立法制度，感到非常荣幸。

省人大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省
人大法制委员会、 省人大常委会法
规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参加会见。

�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肖顺勇 张梦）今天在长沙
召开的全省农业环保暨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工作会议提出， 从5方面
入手， 切实抓好农业环境保护，还
农业生产一片“净土”，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 副省
长徐明华出席。

近年来 ， 我省农业环境保护
工作虽然取得一定成效 ， 但全省
目前仍有26%的耕地、 27%的农田
灌溉水受到不同程度污染 ，“湘资
沅澧 ” 四大水系中还有60%以上
的河段不符合渔业水质标准要求，
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严峻。

徐明华说，农业环境保护是整
个环保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
全社会的食品安全和农村经济社
会发展，全省农业部门要充分认识
其重要意义 ， 正确处理好各种关

系 ，加强领导和协调 ，层层明确责
任，全力做好农业环境保护工作。

会议部署， 从5方面主抓农业
环保。 一要通过开展监测预警，强
化污染源头预防，推进农业生产过
程清洁化。 力争到2015年，全省农
业源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比今年
降低8%，氨、氮排放总量比今年降
低10%。 二要大力推进农村清洁工
程示范村建设， 今年全省主抓101
个示范村。 三要进一步强化农产品
产地安全监管 。 严控城市和工业
“三废”污染向农产品产地蔓延，开
展农产品产地安全普查，建立分级
管理制度。 四要切实抓好外来入侵
生物防治。 健全外来入侵物种监测
预警网络，继续做好外来入侵物种
集中灭除工作。 五要努力构建长效
机制 ， 持之以恒推进农业环保工
作。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肖彬）在圆满完成一年半的援疆
工作后， 我省第六批共49名中期轮换
援疆教师、医生今天返回湖南。

2011年2月，我省选派了一批政治

素质高、专业技术强、工作经验丰富的
骨干教师和医生到新疆吐鲁番地区开
展援助工作。 1年半来，他们以“融入新
疆，奉献吐鲁番”为己任，发挥“传、帮、
带”作用，有效提高了吐鲁番地区的教

育文化、医疗卫生水平，帮
助培养了一大批专业技术
人才， 为推动吐鲁番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与普通援疆干部的3
年工作期限不同，每批援
疆教师、医生由2组组成，
每组的援助工作为期1年
半，中期轮换一次。 轮换
接替的49名援疆教师、医
生将于8月份赴疆，开展1
年半的援助工作。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黄纯芳）
今天是第25个国际禁毒日，全省“蓝
结之光———国际禁毒日主题晚会”
在长沙田汉大剧院举行。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省禁毒委主任、省
公安厅厅长孙建国出席并讲话。

为深化全民禁毒宣传教育工
作，落实国家禁毒委开展戒毒康复
人员就业安置工作的部署 ， 近年
来，省禁毒委、省委宣传部、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11个部门共
同组织了 “蓝结家园 ”大型禁毒主
题宣传活动， 通过集中安置就业、
分散安置就业、 提供公益性岗位、
扶持自主创业等方式开展“蓝结家
园”建设。 到目前，全省在建和建立
“蓝结家园”156个， 举办就业交流
会144场，共有502家企业参与戒毒
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工作，政府提供
公益性岗位1362个，扶持戒毒康复
人员自主创业1870名，为3753名戒
毒康复人员解决了就业安置问题。

活动现场，有关部门为已建成
的7家“蓝结家园”进行授牌，并对4
家“爱心企业”进行了表彰。 我省禁
毒形象大使仇晓 、魏哲浩 、杨依依
带领现场100名志愿者宣读了禁毒
承诺。 歌手谢东演唱了在戒毒期间
创作的活动主题曲《此刻》。

孙建国强调，要把加强戒毒康
复人员就业安置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禁毒工作的一项重要任
务，统筹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
拓宽就业渠道， 完善就业政策，推
动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工作取
得突破性进展。 要以戒毒康复人员
就业安置工作为契机，进一步完善
特殊人群管理和服务政策，加强对
吸毒人员的管理和服务工作。 要大
力培养和积极扶持禁毒民间组织
和志愿者队伍 ， 建立健全保障机
制，切实把人民群众参与禁毒工作
的积极性发挥好、引导好、保护好，
推动禁毒工作深入开展。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省委常委 、副省长陈肇雄率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来到湘潭县
高塘村考察扶贫工作和新农村建
设，调研基层组织建设并亲切慰问
老党员。 他要求基层党组织把“创
先争优”活动与建设扶贫工作结合
起来，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 着力培育内生增长动力，
大力推进我省新农村建设。

湘潭县高塘村是陈肇雄的扶
贫和基层组织建设联系点。 不到一
年的时间，陈肇雄已经是第二次来
到村里考察指导工作。 经过一年多
的建设扶贫 ，4公里的村主干道已
经全部硬化 ，300盏太阳能路灯挺
立路旁 ； 修整一新的山塘碧波荡
漾， 新建的蔬菜基地瓜果飘香；村
民房前屋后干净整洁，村容村貌焕
然一新。

踏着新修的水泥路 ， 陈肇雄
来到老党员刘铁庚家 。 这位年近
70岁的老党员 ， 有着 46年党龄 ，
从事村级基层工作近30年 ， 如今
生活遇到一定困难 。 陈肇雄详细
询问老人家庭生活情况 ， 并向村
干部了解村里其他困难老党员情

况 。 他代表省委 、 省政府向在场
的老党员送上节日祝福 ， 感谢他
们多年来为农村发展和党的基层
工作所作的贡献 ， 并交代随行的
市县领导 ， 要多想办法帮助困难
老党员解决实际难题。

陈肇雄还与正在农田劳作的
农民兄弟亲切交谈 ， 询问粮食生
产 、 家庭收入 、 产业结构调整等
情况 。 在与村民代表 、 基层党组
织负责人和扶贫工作队员座谈时，
陈肇雄表示 ， 大力推进 “四化两
型 ” 建设 ， 需要工业与农业协调
发展 、 城市与农村统筹发展 。 在
扶贫建设中 ， 要注重培养当地的
“造血” 功能， 使其具备内生增长
动力 ， 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 要
抓好基础设施建设 ， 积极改善当
地生产生活条件 。 要创新思路 、
转变发展方式 ， 制定科学发展规
划 ， 发挥当地优势 ， 发展特色农
业 ， 提高农业产出 ； 要重视农民
技能培训，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 充分发
挥党员 、 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 积
极带领村民群众脱贫致富 ， 建设
一个和谐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省直住房公积金缴存额执行新标准
每月最高2670元，最低200元

陈肇雄赴湘潭县高塘村考察时强调

扶贫重在培育
内生增长动力

“蓝结之光”禁毒晚会举行
孙建国要求加强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工作

省第九次文代会闭幕
许又声出席并讲话 谭仲池当选新一届省文联主席

还农业生产一片“净土”
我省从5方面主抓农业环保

谢勇会见美国客人
�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今天下午， 一场特别的座谈会在浏阳
市蕉溪乡水源村村部举行，省委常委、
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张文雄， 在此
听取了浏阳市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后要
求， 基层组织建设要像抓项目建设一
样实打实。

在浏阳， 张文雄考察调研了宇环
同心数控机床有限公司等企业， 考察
了大瑶镇小城镇建设以及南川河、万
丰山水库治理情况； 在浏阳河广场冒
雨骑车， 体验了浏阳公共自行车绿色
出行体系建设。此后，张文雄看望慰问
了蕉溪乡3名困难党员。

下午的座谈会上，张文雄听取了浏
阳市、蕉溪乡、水源村经济建设及基层
组织建设情况。对浏阳市基层组织建设
的做法表示肯定。他说，这些年来，浏阳
的工作有很实的措施，城乡面貌有新的
变化，各项工作有新的起色，党员干部
有很高的激情，发展有很新的思路。

他说， 基层组织建设是各项工作
的基础，也是发展的根本。各级党委要
负起抓好基层组织建设的政治责任，

要像抓项目建设一样实打实地抓基层
组织建设。一是责任要落实，这是各级
党委首要的政治任务， 必须摆到首要
的位置， 尤其是各级党委书记要负起
主要责任；二是任务要落实，借鉴经济
领域抓项目的经验， 把基层组织建设
的任务项目化，具体化，实事化，保障
基层组织的运转经费， 抓好基层组织
的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基层党员干部
的工作生活条件。三是重点要落实，要
以选好配强支部书记为重点， 抓好基
层支部建设；以创先争优为重点，抓好
党员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党员特别是
无职党员的作用，要抓好学习培训，关
心他们的实际困难，农村低保政策，医
保政策，危房改造等要对老党员倾斜，
让他们感到党的温暖和关怀。同时，还
要以改善民生为重点， 着力解决好人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张文雄还强调，当前，基层组织还
要切实做好防汛工作， 加强山洪地质
灾害防御，加强水库、堤垸巡查防守，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张文雄在浏阳考察调研时要求

要像抓项目一样抓基层组织建设

第六批49名援疆教师医生返湘

� � � � 本报6月26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彭茜）我省注册会计
师资产评估行业深入开展创先争优
活动， 实现行业党建与业务发展双
融合、双丰收。 今天，我省注册会计
师资产评估行业举行创先争优活动
表彰大会，对一批先进集体、先进个
人进行表彰。 副省长李友志出席会
议并讲话。

脱钩改制后， 由于种种原因，注
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党建工作一
度比较滞后。 创先争优活动开展以
来， 我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
党委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
建促发展”的工作思路，走出了一条
“全面覆盖、增强活力、建章立制、发
挥作用、服务社会、科学发展”的党建
工作新路子， 实现了全行业党的组
织和工作全覆盖。 行业党委还下发
行业公开承诺指导意见， 确定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长沙分所党总支
和湖南建业会计师事务所党支部为
行业公开承诺示范点， 通过以点带
面，全面铺开公开承诺工作。

通过创先争优活动，行业党组织
的凝聚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涌现

出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 很多股东
合伙人、 业务骨干纷纷申请加入到
党组织中来， 并带动了会计师事务
所 、 资产评估机构争创良好品牌 。
2011年，全省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收入
7.42亿元 ， 资产评估机构业务收入
0.87亿元，有17家会计师事务所业务
收入超过1000万元。

李友志要求， 我省注册会计师
资产评估行业要牢记使命， 增强素
质， 积极发挥作用； 勇担责任， 诚
信执业， 维护良好的社会形象； 锐
意创新， 与时俱进， 全面推进行业
又好又快发展。

行业党建与业务发展双丰收
我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创先争优出实效

� � � � 6月26日，“德行潇湘”———道德模范高校巡讲活动在长沙商贸旅游职业
技术学院启动。 模范们的事迹感人至深，一些听众忍不住热泪盈眶。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