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黄春元 杨东方） 农民工
与 “望城居里 ”同台领奖 ，这是长
沙市望城区别具一格重奖人才的
创举。12日上午，望城举行首届人
才工作评选表彰大会， 重奖一批
在行业内做出突出贡献的杰出人
才、名家工作室、重才爱才单位。

乌山镇蓟家巷村农民、省建工

集团湘麓国际项目部水电施工员
叶钦，从事水电施工10余年，未发生
一例安全事故，参与施工的贺龙体
育场被评为鲁班奖工程，国防科技
大学0506、0507工程被评为军优二
等奖，鉴于他的突出成就，望城授

予他“十大杰出人才”荣誉。海归人
士高晖与夫人何凤姣首创高耐磨
性、高耐蚀性、环保型钨合金电镀技
术，彻底破解电镀污染的世界性难
题，被誉为“望城居里”，获“望城首
届十大杰出人才”。 （下转3版⑤）

�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贺佳 乔
伊蕾）今天下午，湖南省创先争优活
动总结大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
记、省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组长
梅克保强调， 创先争优只有 “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要认真总结和充分运用
集中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成功经验
和有效做法，扎实推进创先争优制度
化、常态化、长效化，为加快湖南科学
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

朗主持会议，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
部长许又声出席。

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 自2010
年4月以来， 全省16.2万个基层党组织
和374.1万名党员紧紧围绕“推动科学
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服务人民群众、
加强基层组织”的总要求，以正在干的
事情为中心，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取得了重要进展和明显成效。 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 全省党员群众对创先争
优活动总体评价表示“很满意”和“满
意”的占97.03%。 （下转3版④）

梅克保在省创先争优活动总结大会上强调
创先争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
员 吕珈）9月11日晚开始， 湘西北遭遇暴
雨袭击 。受强降雨影响 ，澧水水位跳涨 。
今天8时， 澧水石门站水位达57.48米，比
昨天8时上涨5.73米。

省水文局分析，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澧
水流域的张家界市桑植县、永定区，沅水
流域的湘西自治州龙山县、 永顺县等地。
11日8时至12日8时，全省有39站降雨量50
毫米以上，降雨集中在湘西北，其中桑植
县八大公山站降雨量最大，达165毫米。

12日0时至14时， 张家界市普降中到
大雨 ，局部暴雨 、大暴雨 ，永定区寒溪沟
站最大1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 受降雨影
响 ，张家界市5座水库溢洪 。澧水干流桑
植县凉水口站12日12时出现洪峰，流量为
2500立方米每秒，为1971年以来历史同期
最大洪水 ； 桑植站 12日 16时 15分出现
259.23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水位2.73米，
为该站建站以来历史同期最大洪水 。桑
植县城、 张家界市城区部分低洼地段出
现较为严重的渍涝灾害。据初步统计，张
家界市4个区县62个乡镇共26.97万人受
灾，农作物受灾面积1.54千公顷 ，紧急转
移1976人。

11日20时至12日16时， 自治州的龙
山 、永顺 、保靖等地遭遇暴雨 ，局部发生
大暴雨。龙山、永顺2县27个乡镇13万人受
灾，临时紧急转移1.2万人，龙山县洗洛乡
芭蕉村因房屋倒塌死亡2人。

当前，张家界、湘西自治州正在全力
以赴组织开展抗灾救灾。

�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9月10日至13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中国关工委主任顾秀莲来
湘， 就关心下一代工作进行考察调
研。她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
展观，充分发挥关工委组织老同志的
经验和优势，坚持不懈地用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在湘期间，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徐
守盛前往看望。

顾秀莲在湘出席了湖南省第十
二次市州关工委主任会议、湖南省关
工委工作情况汇报会，先后考察了巴
陵石化公司合成橡胶事业部、岳阳市
君山区柳林洲镇新洲村、中方县荆坪

村、芷江抗日受降坊、长沙市开福区
科大家园社区等关心下一代工作的
情况， 详细听取了当地关工委的组
织、队伍和制度建设，以及开展青少
年道德法制教育、技能培养和开展文
娱活动情况的介绍。在君山区柳林洲
镇新洲村，整洁干净的农家庭院门前
都悬挂着内容积极向上的 “家规家
训”，看到村民日子红火，民风淳朴，
顾秀莲格外高兴。

13日上午，顾秀莲听取我省关工
委工作情况汇报后，对我省关工委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她指出，湖南省委、
省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和
关心关工委工作，给予政策、资金等
各方面的大力支持。 （下转3版②）

�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上午， 省委常委中心组进行集中
学习， 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2次集体学习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深入研究实施
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做好我省就业
工作。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强主持集中学习并讲话，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省政协主席胡彪出席。

省领导黄建国、于来山、李微微、
郭开朗、陈肇雄、许又声、孙建国 、易
炼红、李友志，省直和中央驻湘有关
单位负责人参加集中学习。

本次集中学习邀请了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
所长、研究员、学术委员会主任莫荣
作专题报告。报告全面介绍了我国制
定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以来取得的
巨大成就，着眼国际国内，从政治、经
济、社会等多角度，全面分析了当前
我国就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系统阐
述了我国就业的战略思想、积极就业
政策的框架体系 ， 以及就业工作重

点。报告内容丰富，紧密结合实际，回
答了当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共
同关注的一系列问题。 专题报告后，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负责人还
汇报了我省就业工作情况。

周强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我省近
年来大力促进就业取得的显著成绩。
他指出，湖南是人力资源大省 ，也是
劳务输出大省。本次集中学习对于我
们更加准确地把握当前就业形势，落
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进一步做好
就业工作，加快推进科学发展 、富民
强省， 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当
前，我国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面临多
重困难和挑战，我省劳动力供大于求
的矛盾、就业结构性矛盾等仍然比较
突出。在新形势下，做好就业工作事
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改
革发展稳定大局，任务更加艰巨，责任
更加重大，意义更加重要。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从战略全局高度， 深刻认识做
好新形势下就业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始终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我省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 摆在各
项工作的优先位置， 以更有效的举措
和更扎实的工作切实抓紧抓好。

周强要求，切实抓好就业工作重
点。 一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不动摇，
更加注重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实施更加积极的就
业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二要着
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全力做好
稳增长工作，重视发挥政府投资和重
大项目在促进就业中的重要作用，在
转方式、调结构中扩大就业 。三要深
入推进创业带动就业，进一步解放思
想、转变观念，形成有利于促进就业
的政策体系，优化创业环境 ，树立创
业典型， 扶持中小微型企业发展，吸
纳更多人员就业。四要大力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 ， 发挥我省高职教育的优
势， 加强职业培训制度和能力建设，
大力推行与就业紧密联系的培训模
式， 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
重加强对“走出去”的湖南人的培训。
五要着力推进重点群体就业，把促进

高校毕业生就业放在就业工作的首
位，着力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 ，加强
对就业困难群体的扶助。六要进一步
加强就业服务与管理，加强劳动力供
需市场对接，提升公共就业服务和管
理能力 ， 加强就业基层基础平台建
设，加强与省外特别是劳动力重点输
入地的信息对接，加强对外出务工人
员的就业指导，健全人力资源市场运
行机制和监管体系。

周强强调 ，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
要进一步加强对就业工作的组织领
导，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 执政为民理
念，把促进就业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加强就业形势分析和就业重点难点问
题研究，强化政府促进就业的责任，健
全就业目标责任制， 加大财政投入力
度，发挥好群团组织的作用，更好地为
就业群体开展服务。 各级各部门要各
司其职、协调配合，确保各项就业政策
和工作措施落实到位。 要加大政策宣
传力度，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促
进就业创业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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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七月廿九

八月初七 秋分

省委常委中心组集中学习
深入研究做好就业工作

周强主持 徐守盛胡彪出席

顾秀莲在湘考察时强调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

�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唐婷）今
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来
到省工商联机关调研，与省内非公有
制企业代表座谈。徐守盛希望广大工
商界人士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同甘
共苦，共克时艰，在稳增长促和谐中
一展身手、再立新功。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
微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工商联主
席何报翔主持座谈会。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省经济发展
的重要力量。截至2011年 ，我省非公
有制企业达21.91万户、 个体工商户
153.67万户，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
GDP总量的57%，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达66.5%， 上缴税金占全社会实缴税

金的53.1%。
徐守盛一行参观了省工商联会

史陈列室， 听取省工商联工作汇报，
与近40位非公有制企业代表亲切座
谈。徐守盛说，多年来，全省各级工商
联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作
为，积极参政议政，主动服务企业，创
造了可圈可点的经验，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各位企业家
艰苦创业、锐意进取、富而思源、富而
思进，充分体现了湖湘文化的优良传
统。

徐守盛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稳
增长、 促和谐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稳增长就要稳企业，稳企业就要
稳实体经济。 （下转3版③）

徐守盛在省工商联调研时强调

在稳增长促和谐中再立新功

湘西北遭遇暴雨袭击

澧水水位跳涨

农民工与“望城居里”同台领奖

� � � �左图：2009年以前刘家庄瑶胞居住的又矮又破
的土墙杉木皮房。

下图：村道成网田成方，别墅幢幢矗山旁。这是时
下江永县千家峒瑶族乡刘家庄村的情景。2009年以
来，该县整合国土、农业开发等部门资金，采取农民自
筹和“以奖代补”等办法，将散居在深山的瑶胞，按照
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的原则集中建房安居。目前已建
起富有民族特色的“别墅”120多栋。全村有10余户办
起了农家乐，村民年收入增加1000多元。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镜采三湘巨变

湖 南 远 见 集 团 协 办

瑶山窝冒出“别墅村”

� � � � 本报9月13日讯 （记者 陈亚静
陶小爱）今天晚上，中国·长沙首届自
然生态博览会2012中国 （望城 ）休闲
农业与乡村旅游系列活动在长沙市
望城区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成思危致贺信，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宣布开幕。

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中国载
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省领导
和老同志熊清泉、刘夫生、陈润儿、易
炼红、张文雄、黄跃进、蔡力峰、何报
翔、谭仲池、张大方、万建华等出席开
幕式。

成思危在贺信中说， 近年来，长
沙市以建设创业之都、 宜居城市、幸
福家园为目标，大力发展现代都市生
态农业、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城市
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不
断提高。相信系列活动的举办，必将
为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
动力，预祝活动圆满成功。

陈萌山在开幕式上讲话。 他说，

本次系列活动的举行，是展示我国休
闲农业发展成果与魅力，探讨产业发
展思路与对策，促进交流与合作的重
要举措， 也是湖南省重视农业发展、
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湖南是我
国的农业大省，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
中，一直高度重视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发展，旅游点多、品质高、效果好，
休闲农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放眼未
来，休闲农业前景广阔。各级农业部
门要围绕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
风情风貌，挖掘乡村旅游资源，开发
休闲农业产业， 切实做到因地制宜，
突出特色，科学规划，强化服务，规范
管理，统筹推进，使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保持又好又快发展。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
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长沙近年来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切实保护
自然环境，致力建设宜居城市，长沙
正成为风光宜人的生态都市和休闲
胜地。 （下转3版①）

中国·长沙首届自然生态博览会
2012中国（望城）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系列活动开幕

成思危致贺信 周强宣布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