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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八月廿四

九月初九 霜降

� � �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陈亚静 冒
蕞）今天是中秋、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
工作日。 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周强先后来到省湘绣研究所 、
沙坪湘绣产业园、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
任公司等文化单位， 就文化产业发展
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进行专题调研 。
周强强调，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 弘扬湖湘文化， 做大做强文化产
业，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文化强
省建设，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省领导陈润儿、许又声、易炼红参
加调研。

湖湘文化生生不息。 作为我国四大
名绣之一的湘绣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
明珠。 近年来，通过市场化运作，古老湘
绣实现了创新发展。 周强首先来到省湘
绣研究所，考察湘绣生产、研发、销售等
情况。 生产车间里，湘绣工作者正在进
行创作，一双双巧手上下翻飞，“针尖上
的芭蕾”令人啧啧称奇；湘绣展厅内，一
幅幅栩栩如生的湘绣作品堪称经典，研
究所创作的《锦绣潇湘请你来》就曾搭
载“神舟八号”遨游太空。 周强仔细欣赏
每一幅艺术作品，详细询问湘绣产业发
展状况， 并与湘绣工作者亲切交谈，鼓
励大家在针法、选材、创作理念上不断
创新，在传承中将湘绣艺术发扬光大。

周强随后来到沙坪湘绣产业园，了
解园区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等情况。 产
业园由湘绣文化广场、 锦绣潇湘沙坪商
业街、 锦绣湖南旅游商品购物中心和工
艺美术艺术家村组成， 目前已拥有各类
湘绣企业36家，解决了15000人就业。 在
园区的带动下，2011年当地的湘绣生产
总值已达3亿元。 考察中，周强饶有兴致
地拿起绣针，穿针引线，亲身感受湘绣创
作的独特魅力。 他说，湘绣历史悠久，是
湖湘文化的瑰宝，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近
年来，湘绣在传承中不断发扬光大，创作
出众多精品力作，培养了一批湘绣大师，
全省人民都引以为豪。 周强希望湘绣工

作者加强研究，系统总结概括湘绣理论，
不断挖掘湘绣的文化内涵, 坚持继承创
新，不断创新刺绣技法,丰富刺绣语言，
使湘绣与时代融合，焕发出新的生机；要
培养更多湘绣人才，造就更多湘绣大师，
推出更多精品力作；要更好地对接市场，
大力宣传推介湘绣， 使文化艺术与产业
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 着力培养湘绣产
业集群；要深化改革，通过机制创新推动
湘绣艺术、湘绣产业的发展和繁荣。

哪里有改革开放， 哪里的文化建
设就有新局面；哪里有体制创新，哪里
的文化发展就有新活力。 今年以来，我
省文化改革发展进展良好， 文化行政

管理体制和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
国有文艺院团和电影公司等经营性文
化单位体制改革等重点改革任务全面
完成，通过改革，促进了文化产业又好
又快发展。

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前身是
省歌舞剧院， 是一家有着近60年历史
的老牌剧院，通过转企改制，迎来了发
展的春天。 周强先后来到歌剧团、交响
乐团 、民族乐团 ，现场观摩演员排练 ，
实地了解改革进展和取得的成果。 当
得知公司在积极组织 “演艺惠民———
周周演”演出活动的同时，还作为文化
使者出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 获得

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赢后， 周强
十分高兴。 他说，改革带来活力，改革
造就人才。 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 ，创新体制机制 ，创新形式 、方法和
手段，通过深化改革形成品牌，焕发活
力， 通过深化改革激发文化发展的动
力和活力、 调动广大艺术工作者的创
造力，出更多精品力作，实现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推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 顺应人民群众对文化发
展的新期待， 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产
品消费的需求。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
高度重视文化体制改革， 为文化单位
改革和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

周强在调研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体制改革工作时强调

深化改革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 � �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苏莉）9
月29日至10月8日， 全国人大常委
会原副委员长李铁映来湘考察。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
前往住地看望了李铁映。

在湘期间，李铁映前往长沙市
望城区乔口镇实地考察，并与当地
党政领导座谈。 李铁映一行兴致勃
勃地考察了乔口镇的镇容镇貌，充
分领略“诗圣”杜甫笔下“落日对春
华”、“江泥轻燕斜” 的水乡古镇风
韵。 乔口镇位于益阳、湘阴、宁乡、
望城交界处，自古商贸繁华，有“长
沙十万户，乔口八千家”之说，是一
个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商贸繁荣、
景致宜人的江南鱼米之乡，境内水
域广阔，总水面达23000余亩，渔业
年总产值5000多万元。 近几年，乔

口镇党委、 镇政府深刻剖析镇情，
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以“乔口渔都”
为抓手， 以集镇建设为突破口，修
十里长街、做百里水产、开千家门
店、建万人集镇，努力打造“秀美的
水乡古镇、繁荣的商贸名镇、宜居
的风情小镇”。 市、区对湖区乡镇的
政策倾斜及大批工程项目的落户，
使乔口镇经济实力迅速发展，农村
面貌得到很大改善。 李铁映对乔口
镇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的成就予
以肯定，并勉励当地党政领导继续
将“乔口渔都”做大做强，进一步带
动乔口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省领导和老同志王克英 、陈
润儿、陈肇雄、易炼红、杨泰波、陈
叔红 、蔡力峰 、颜永盛 、王四连分
别到住地看望李铁映或者陪同考
察。

� � � �本报10月8日讯（沈研）今天，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主持省
政府党组会议时强调， 要统一思
想、提高认识，坚决贯彻执行党中
央各项决策部署，确保令行禁止，
保持和维护好全省换届的好风
气，凝心聚力地稳增长、促和谐。

徐守盛强调，要令行禁止，严
格遵守换届纪律。 让纪律意识深
入到每个干部的心中， 确保防患
于未然；要严格执行纪律，无论是
谁，都要受到纪律的约束，做到严
查重处、决不姑息。 要完善制度，
以制度保障换届。 要认真总结前
段换届工作， 自觉查找缺失和不
足，及时采取相应措施堵塞漏洞，
决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着力推
动换届各项工作的制度化、 程序
化、规范化。 换届在即，更要坚持
依法行政，更要按规矩办事、按程
序办事，决不能随意表态，做老好
人 ，决不能怕得罪人 ，影响选票 ，
就放松原则和立场， 做 “好好先
生”，严防权力部门化、个人化。 要
以身作则，确保换届顺利进行。 要
认真完成换届的各项工作， 按照
中组部干部监督局的通知要求 ，
认真开展专题谈心谈话。 要自觉
带头，坚决执行换届纪律，坚决抵
制打招呼 、说人情 、拉关系 ，对各
自部门内存在的 “走动勤、 请客
勤、拜访勤、联谊勤”，要坚决予以
制止 ，做到不信谣 、不传谣 ，不惹

事、不生事。 要集中精力，抓好稳
增长促和谐。 我们不缺会说的干
部、会写的干部，以及考核奖惩的
制度， 缺的是雷厉风行、 求真务
实 、狠抓落实 、狠抓执行的干部 。
换届之际，我们要坚持善始善终，
抓工作的劲头不能松， 把主要精
力放在抓发展、谋发展上；要坚持
团结协作，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认
认真真地抓好当前各项稳增长 、
促和谐工作。 要坚持求真务实，增
强紧迫感、责任感和事业心，以一
颗平常心对待进退留转， 不断提
高各级的执行力、 公信力和干事
创业活力。

徐守盛要求， 要抓住重点，选
好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要突
出重点， 当前要把重点放在县、市
换届上；要教育在先，各级领导要
带头，统一思想、加强教育；要严肃
查处，凡有违纪违法行为，都要严
查重处， 确保形成良好的换届氛
围，以良好的换届风气和优异的工
作业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会上，还集体收看了《战斗正
未有穷期》。 各位省政府党组成员
表示，要坚决贯彻中纪委、中组部
的要求， 按照省委、 省政府的部
署，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换届纪律，
确保严肃换届纪律的要求落实到
各级换届工作的全过程。

省政府办公厅党组成员列席
会议。

� � �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刘勇 周月
桂）今天，省委外宣办在长沙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近5年来我省新农村建设
取得的累累硕果。

党的十七大以来，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 我省大力推进新农村
建设，全省农村呈现出生产快速发展、
农民收入快速增加、 农村民生明显改
善、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良好局面。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粮食总产自
2009年突破300亿公斤大关后， 连续3
年保持在300亿公斤以上，到去年已实

现总产“八连增”。近5年生猪年出栏量
稳定在8000万头左右，居全国第二，调
出量居全国第一。

农民收入迅速增加。 2011年，全省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6567元， 比2007年
增加2662.74元。从2010年起，工资性收
入取代家庭经营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
最主要来源。

基础设施加快推进。 自2006年开
展新农村建设以来 ， 全省100%的乡
镇、99.8%的行政村实现通公路。 农村
饮水安全工程建成1.6万余处，解决了

1000多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 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学杂费实行全免。农村“新
农合”覆盖率达97.24%，累计补助8211
万人次， 覆盖率和补助率均居全国第
二。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盖。

农村乡风更加文明。 农村“四议两
公开” 普遍推行， 全省村务公开率达
98.3%。 群众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多彩，
农村陈规陋习逐步破除， 健康文明生
活方式逐步树立。

新闻发布会专题报道详见第5版

■编者按
三湘四水披锦绣 , 金秋十月唱颂

歌。 满怀丰收的喜悦，我们即将迎来党
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回首过去5年，三湘
大地“四化两型”号角劲吹，各项事业蒸
蒸日上，湖南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
期。从今天起，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闻
办将连续举行15场新闻发布会，发布党
的十七大以来我省党的建设以及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 喜迎十八
大。 本报为此开辟《“科学发展 成就辉
煌”权威发布》专栏，浓墨重彩为发展礼
赞，为时代放歌，敬请关注。

本报通讯员

作为一家老国企， 中国建筑第五工
程局用9年时间 ， 完成了从濒临破产到
年利润16亿元的跨越， 被称为 “中建五
局现象”。

这些年来， “中建五局现象” 引起 学术理论界 、 企业管理界高度关
注。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强两次到企业调研。 湖南省社科
院将其列入重大研究课题。 教育部
授予其 “2011年国家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

中建五局依靠 “信心 、 信用 、
人和” 凝聚人心打造企业文化。 他

们的实践对重塑国企形象， 把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生产经营工
作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信心是立业之源
作为一家有近50年历史的老国企，

中建五局一度陷入连年亏损濒临破产倒
闭的困境。 2001年国家审计署审计报告

这样描述： “该企业资金极度紧缺， 已
资不抵债， 举步维艰。 由于长期欠付工
资和医疗费， 职工生活困难， 迫于无
奈， 部分职工自谋生路， 有的只好养
鸡、 养猪。” 翻阅2002年中建总公司审
计报告发现， 当时中建五局报表利润
为-1575万元， 累计潜亏6亿元， 拖欠职
工工资2个多亿。 （下转9版①）

� � �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彭彭
荆彩 黄晓辉 ） 湖南烈士公园丹
桂飘香， 南门大道人流如织， 欢
乐喜庆的节日氛围还未从姹紫嫣
红的鲜花丛中散去， 已经有工作

人员开始紧张地在现场布置一场
别开生面的展览， 原本空荡的走
道变成了一个由各色新闻图片组
成的五彩斑斓的世界。

（下转9版②）

� � � �农业生产快速发展、 农民收入快速增加、
农村民生明显改善、农村社会稳定和谐

新农村建设硕果累累

李铁映来湘考察

徐守盛主持省政府党组会议
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凝心聚力稳增长促和谐

“喜迎十八大———镜采三湘
巨变”大型图片展今日开展

“中建五局现象”启示录

� � � �凝聚人心打造企业文化、重塑国企形象，完成从濒临
破产到年利润16亿元的跨越———

� � � � 10月8日，湖南烈士公园，“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喜迎十八大———镜
采三湘巨变大型图片展”布展顺利完成，众多市民先睹为快。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众多市民驻足先睹为快

� � � � 10月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在省湘绣研究所调研。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 � � �本报10月8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陈苹 李少波） 今天，
经公安部批准， 在常吉高速公路
沅陵官庄段液化石油气槽罐车侧
翻事故抢险救援中壮烈牺牲的2

名现役消防队战士胡友生、 吴奇
龙为烈士，湖南省公安厅为2人追
记一等功。 经湖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合同制消防员杨勇为烈士，并
追记一等功。

3名殉职消防员被批准为烈士
追记一等功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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