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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 � � �为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实现“湖
南精神”稳妥落地，在进行“10选1”、“4
选1”并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湖南
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决定，自
即日起，开展“2选1”公众投票活动，欢
迎省内外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加 。现
将具体事宜公告如下：

一、2条候选表述语
1、 忠诚 担当 求是 图强；
2、 心忧天下 明德致远 坚韧

务实 敢为人先。

二、活动起止时间
7月10日上午11时至7月20日上午

11时。
三、投票方式
采取语音电话 、手机短信 、网络3

种方式。
1、语音电话投票方式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

均可拨打118168，即进入
“湖南精神 ”表述语 “2选
1”投票平台，按照语音提
示输入所选中的某条表
述语编号即完成 （“1-2”
中任选一号，多选无效）。
省外用户在 118168前加
拨“0731”区号。

2、 手机短信投票方
式

省内移动、 联通、电

信手机用户可选择认可的某条表述语
编号 （“1-2”中任选一号 ，多选无效 ），
发送到1062899888。

3、网络投票方式
（1）互联网用户可登录到下列网

站的“湖南精神”表述语投票平台参与
投票：

红网：http://hnjs.rednet.cn/
华声在线：http://hnjs.voc.com.cn/
星辰在线：http://hnjs.changsha.cn/
金鹰网：http://hnjs.hunantv.com/
大湘网：http://hn.qq.com/hnjs.htm
（2）红星网投票方式：湖南省基层

党员干部、 大学生村官等可登录湖南
红星网 （http://www.hnredstar.gov.cn/）进
行投票。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
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2年7月10日

“湖南精神”表述语“2选1”
公众投票活动公告

� � � � 本报 7月 18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赵佳妮）“‘吃得苦、霸得蛮、耐
得烦 ’就是 ‘坚韧务实’的体现 ”，“‘担
当’是倾心尽力地付出与奉献，更是一
种责任感。 这是湖南精神的特色。 ”今
天，3名省直机关、 高校干部代表立足
工作岗位 ，就 “湖南精神 ”“2选1”活动
接受了记者采访。

“‘忠诚’、‘担当’、‘求是’、‘图强’
这8个字通俗易懂 、言简意赅 、内涵厚
重、具体可行。 ”刘建成是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党委办公室主任， 结合自
己的工作经历， 他选择了第一条候选

表述语。 他说，长期以来，为维护我省
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 在执行出入境
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等工作时，大家
都有一份高度的责任感。 这也正是“忠
诚”、“担当”的真实写照。

“‘敢为人先 ’前提就是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 在改革开放的格局下，
我们更应该具备‘敢为人先’的精神。 ”
长沙理工大学机关党委书记庄创奇对
第二条候选表述语颇有感触。 他说，当
前，我省正在实施教育强省战略。 只有

具备了 “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的精
神、作风，才能认清我省教育工作的不
足，取得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
重大突破成果。

省司法厅直属机关党委专职副书
记侯迁广选择了第二条候选表述语。 他
说：“‘坚韧务实’ 最能体现司法干警的
性格特征。 尤其是基层一线的政法干
警，时刻都面临着矛盾、困难，如果没有
‘坚韧’的毅力，‘务实’的精神，很难完成
各项工作任务，很难坚守岗位。 ”

省直机关高校干部代表
热议“湖南精神”

本报记者 苏莉

今年6月，湘潭市竹埠港地区“退
二进三” 工作正式启动，2013年底之
前，26家企业将逐步关停退出。

7月16日至17日 ，2012三湘环保
世纪行采访团来到竹埠港化工区进
行调查采访。 调查发现，随着搬迁期
限的临近，该地区仍在生产的26家企
业正纷纷寻找“出路 ”，与此同时 ，部
分企业抱着最后“捞一把”的心理，抓
住机会违规“偷排”。

企业：
愿意搬迁，希望得到政府支持

7月17日上午， 采访团来到开元
化学有限公司，一股刺鼻的臭鸡蛋味
扑面而来。 开元化学是竹埠港化工区
仍在生产的26家企业之一， 年产值1
个多亿。 不相适应的是，该公司的污
水处理设施却比较简单。

对于“退二进三”政策，开元化学

董事长陈陆武表示， 企业肯定支持，
愿意搬迁。 目前在资金、技术、市场等
方面都不存在问题，最大的难题是不
知道搬到哪里去 。 开元化学曾在攸
县、岳阳等地选址搬迁 ，但因种种原
因最后都没能落实。 陈陆武的愿望，
一是希望政府能对搬迁选址有一个
明确的规划，免得企业像无头苍蝇一
般到处乱闯；二是希望企业能进入工
业园区。 陈陆武坦言，如果能进入工
业园区，实现污水集中处理 ，将降低
企业环保成本，处理水平也将得到提
高，对企业有好处。

选址压力、资金压力、时间压力，
对于竹埠港化工区26家企业来说，这
些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针对陈陆武的困惑，省环保厅副
厅长彭翔介绍，我省在“十二五”期间
将实施“十大环保工程”，其中就包括
化学工业循环经济园建设工程，规划
在长株潭地区建设全国一流的专业
化园区，把分布于湘江流域的上百家
化工企业集中入园，实现转型升级。

环保志愿者：
将一直盯着竹埠港排污口

竹埠港化工区位于湘江东岸，该
区域内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特别
是镉 、砷 、锰 、铝等重金属离子对湘
江、 土壤和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
影响到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也成为
湘潭市及湘江下游人民群众饮用水
的安全隐患，是全省环境污染重灾区
之一。 这也是竹埠港实施“退二进三”
战略的原因。

对于竹埠港的污染 ，志愿者 “湘
潭环保迪迪”有切身体会。 迪迪居住
在竹埠港下游，他所在的村子 ，水不
能喝，村民都是买水喝。 村
民都盼着竹埠港的化工厂
赶快搬走。

现在， 迪迪每天3次巡
查竹埠港化工区排污口，紧
紧盯着化工企业是否有偷
排行为。 “今年6月偷排达到

高峰，我发现的就有7次。 ”迪迪告诉
记者，“退二进三” 政策出台以来，一
些企业可能是抱着 “最后捞一把”的
心理，又开始了疯狂偷排。

湘潭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汉军证
实，为加强对竹埠港的监管 ，该局与
环保志愿者联动，局领导还多次与环
保志愿者一道蹲守排污口。 同时，处
罚力度也在加大。 近期该局对湘潭高
新区飞达科技化工有限公司、湘潭颜
料化学有限公司、湘潭陈氏精密化学
有限公司3家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进行
了行政处罚。

迪迪告诉记者，他会一直盯着竹
埠港的排污口，直到这些化工企业全
部搬迁。

■2012三湘环保世纪行

竹埠港26家化工企业搬迁进入倒计时———

部分企业违规偷排 沈德良

历史，是先辈留下的不可复制
的珍贵遗产；从历史中汲取精神的
营养 ，是激励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砥砺前行的精神食粮。 但，站在人
类发展的长河里 ，创造历史 ，比记
住历史更重要。

无论 “秦皇汉武 ”，抑或 “唐宗
宋祖”，放眼中华上下五千年，每一
段历史所承载的辉煌，都让每一个
中国人热血迸发。 但这些更多的是
激发我辈担当责任的勇气， 因为，
历史毕竟是曾经的过往，伟人曾豪
迈放言：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
今朝！

如今的中国，已经站到了民族
伟大复兴新的征程上 ； 如今的湖
南，正处在新一轮发展的节点上。

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于
我们民族 ，于整个世界 ，都是前无
古人的伟大探索与创造。 换言之，
我们现在经历的点滴 ， 所有的付
出，都在为明天的历史写下自己的
一页。

站在一个创造历史的年代，每
个人没有理由为眼前的成就所陶
醉，而应迈开双脚 ，用自己的努力
创造历史。

一位省领导日前曾说过一番
话：在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不能总
缅怀前辈先烈留下了什么，创造了

什么， 而是要问我辈发展了什么、
创新了什么 ，要 “光宗耀祖 ”，与时
俱进地增强本领和能力，不断创造
新的业绩。

湖南有着辉煌的历史，诞生过无
数引领风骚的英雄豪杰。这是我们作
为湖南人的骄傲。但如果老躺在老祖
宗的功劳簿上， 就只能坐吃山空，放
任创造历史的机遇白白溜走。

中国的改革，没有可以照搬的
现成模式；湖南探索四化两型建设
的道路 ， 既不可能复制别人的经
验，也不能满足于已有的工作模式
和方法。 前进中的任何一步，都有
赖我辈的艰辛努力与不懈创造。

充满无数选择的多元社会，需
要的不是悠然的等待与漫无目的的
适应， 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创新与
创造，是对时代所赋予责任的担当。

心态，决定前行的方向。 如果
把自己的工作 ， 自觉置于整个国
家 、民族历史长河之中 ，我们便会
本能地怀揣起一种无法推卸的历
史责任感。 前程无远弗届，一切皆
有可能。

有人曾说过： 无论中国怎样，
请记得 ：你所站立的地方 ，就是你
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
你是什么 ，中国便是什么 ；你有光
亮，中国必定辉煌。

这 ， 应当成为当下每个中国
人，每一位湖南人的历史担当。

� � �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周小雷）
今天下午，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乌日图
率领的全国人大调研组，与我省有关
部门和单位在长沙举行座谈会，就国
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和城乡社会保障
制度建设开展专题调研。 省领导陈肇
雄、陈叔红出席座谈会。

近年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
经济形势，我省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调整经济结构 ，全面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工作，国有经济发展质
量和效益大幅提升。 以省属监管企业
为例，2011年实现营业性收入是2007
年底的2.36倍。 在省属监管企业中，4
户企业进入中国企业500强 ，15户企
业进入省内企业100强。 截至目前，省
属国企改革已安置职工近50万人，市
州国企改革安置职工82万人。

乌日图指出 ， 湖南省的国企改

革取得了鼓舞人心的成绩 ， 促进了
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 ， 也为其他地
区提供了很好的经验 。 国企改革在
当前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政治意
义的工作 ， 我们要把国有企业 、 国
有经济搞好 。 国企改革工作任重道
远， 今后还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进一步完善体制和机制 ， 进一步加
强法人治理结构建设 ， 进一步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

据了解，此次调研的主要内容包
括 ： 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 ，依法履行对国有企业监管
职责的总体情况；地方国有企业改革
与发展的基本情况；当前影响国有企
业改革和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关
于下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工作
思路 、政策措施和建议 ；对于贯彻落
实和修改有关法律、法规的建议和意
见等。

� � � � 本报7月18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林灿明 赵佳妮） 今天晚上，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在
长沙会见了以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
党中央领导委员会国防安全与外联
主席安德列斯为团长的印尼民主斗
争党干部考察团一行。

考察团一行是应中联部邀请于7
月16日至25日访华，其中16日至19日
在湘考察，旨在了解我省基层党建和
新农村建设情况。

许又声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
迎， 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他说，
近年来， 湖南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
时始终关注民生事业的发展， 尤其
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扶持农民、 农
业、 农村的发展， 农村面貌焕然一

新，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也取得了长
足进步。 这些成绩的取得， 凝聚了
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
智慧和力量。 湖南始终注重把加快
建设两型社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有机结合起来， 不断加大
党员干部培训力度， 夯实基层组织
建设， 为 “四化两型” 建设提供了
坚强的组织保证。 希望考察团在湖
南多走一走、 看一看，对湖南的发展
多提意见和建议。

安德列斯感谢许又声的会见。他
说，此次来湘访问，学习和借鉴到了
中国在干部培训、发展“三农”等方面
的成功经验，期待与包括湖南在内的
中国朋友加强在党员教育培训、农技
推广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 � � � 本报 7月 18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胡喆）今天，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孙建国在长沙
市调研公安工作时强调，要把为党的十
八大召开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作
为首要任务， 切实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

孙建国考察了望城区星城镇罐子
岭警务站、星城派出所、交警大队车管
所、消防大队等基层单位，深入了解社
区警务专职化网格化建设、 群防群治
队伍建设和校车安全管理情况， 与基
层民警座谈，研究派出所工作明责、减
负、增效的举措。 他还到长沙市公安局

特巡警支队、市局110指挥中心实地调
研，听取了长沙市公安局工作汇报。

孙建国对长沙市公安工作取得的
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强调，要深入贯
彻落实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和全省
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进一步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 加强源头防范和
社会矛盾化解工作， 紧紧依靠各级党
政组织，依靠群众，建立健全治安防控

体系和反恐防暴处突应对措施， 切实
维护全省治安平稳和社会大局稳定 。
他指出， 长沙的社会稳定对全省稳定
意义重大， 希望长沙市各级公安机关
和全体民警认清形势，增强责任感、使
命感，积极探索、大力推进社会管理创
新，不断提升维稳保安、攻坚克难和服
务群众的能力 ，为“平安湖南 ”、“法治
湖南”建设发挥更大的作用。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用自己的努力创造历史

许又声会见印尼客人

全国人大调研组来湘

专题研讨国企改革与发展

� � � � 7月18日，社区工作人员在为居民认可度较高的门店悬挂“诚信经营”
牌。 当天，长沙市伍家岭街道蒋家垅社区开展创建诚信一条街活动。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孙建国调研长沙公安工作时强调

切实加强维稳基层基础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