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 省人民检察院原机关
党委书记、副厅级退休干部范洪安
同志因病于2012年10月4日在长沙
逝世，享年68岁。

范洪安同志系长沙县人，1944
年4月出生，1965年12月参加工作，
196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2004
年8月退休。

范洪安同志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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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
声田 尹超 通讯员 宁惠） 今日， 全省党
史联络工作座谈会在张家界市召开 ， 会
议传达贯彻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
精神 ， 总结交流党史联络工作的经验 ，
安排下一阶段党史联络工作任务 。 省人
大常委会原主任、 省政协原主席 、 省党
史联络组组长刘夫生 ， 省人大常委会原
副主任、 省党史联络组副组长赵培义出
席。

近年来 ， 我省党史联络工作认真履

行 “存史 、 资政 、 育人” 职能 ， 充分发
挥老同志优势 ， 积极主动开展党史联络
工作 ， 在撰写编辑出版回忆录专辑、 协
助史志部门做好党史正本和地方志专著
的编纂 、 开展党史宣传和资政调查等方
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会议指出 ， 党史联络组要结合当地
实际工作情况 ， 借鉴先进地区党史工作
经验 ， 积极扩大资料收集面 ， 走群众路
线广泛收集党史资料 ， 加强自身建设 ，
切实提高党史资料质量。

本报记者 彭彭 荆彩 黄晓辉

已经退休的汤爷爷早晨听完
广播后， 决定下午去一趟烈士公
园； 胡金平和侄子站在两幅展示
澧县今昔对比的图片前， 告诉记
者， 他们就住在这条以前被绿萍
覆盖、现在清澈见底的河边；绚丽
多彩的展板前，周阿姨3岁的小外
甥不断摆着各种姿势让姑姑给他
拍照……

10月10日 ，是 “科学发展 成
就辉煌·喜迎十八大———镜采三
湘巨变”大型图片展第2日。 初秋
的阳光露出久违笑脸， 专程来看
展的市民也多了起来。 有的用手
机留影， 有的干脆带了单反相机
来拍照。驻足的人群里，有人与身
边朋友热烈地指点谈论， 有人脸
上呈现出回忆向往神色……

从烈士公园正南门走到广
场，再从广场走回正南门，年逾70
的汤爷爷步伐格外缓慢， 戴着老
花镜的他，参观图片时特别认真。
24块展板，300多幅图片， 他一张
也没落下。 “我是早上听到广播说
烈士公园有这个展览， 中午刚吃
完饭就赶来了。 湖南这些年的变
化真是太让人吃惊了， 矮寨大桥
的照片雄浑壮阔， 我第一次看见
这样清晰宏伟的矮寨大桥。 ”临走
时， 汤爷爷追问记者：“图片展办
到哪天？ ”得知11日就结束时，他
惋惜不已：“我还想周末带孙子和
家人一起来看看呢。 ”

65岁的胡金平用手指着两幅
澧县今昔对比的照片， 大声地说
“看，这是我的家乡！你看，我和侄
子的家就在这条河边，他住左岸，

我住右岸，以前河水都是臭的，窗
户常年四季都关着。 今年整治好
之后，又能看见鱼了。 ”

来自株洲的皮女士是株洲网
的“论坛达人”。 昨天看新闻得知
图片展的消息， 今天就自己开车
来长沙看 。 “没想到真是不虚此
行。 湖南日报办的这场图片展十
分有水准，可惜只展3天 ，我今晚
回去得赶紧发帖子， 呼吁论坛里
的摄影爱好者都来看。”

刚从浙江回到长沙的许小姐停

在文化产业展板前， 一脸兴奋地对
同行的朋友说：“看，这幅照片就是我
老家的‘魅力湘西’。张家界这几年变
化好快，‘天门狐仙’超好看的。”

六七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
掏出笔在 “感言 ”展板上各自留
言，边笑边闹。 记者上前询问，得
知他们是省劳动人事
学校的应届毕业生 ，
在烈士公园附近参加
招聘。 “刚才的招聘会
我们 ‘全军覆没 ’，好

失落啊 ，不过看到家乡的美图好
开心。 ”一位女生指着题为《关山
如画 》的照片笑着说 。 旁边的同
学也纷纷上前询问记者 : 有没有
邵阳的照片 ，有没有怀化的照
片……学生们边说边笑 ，边写下
自己的青春感言……

� � � � 本 报 10月 10日 讯 （ 记 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杨奇志） 今天，
湖南贯彻落实 《国务院关于促进
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 （以下
简称 《意见》） 专题报告会在湖
南宾馆举行， 中国红十字会党组
书记、 常务副会长赵白鸽作专题
报告。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省
红十字会名誉副会长肖雅瑜主
持报告会。 据透露， 中国红十字
会计划在今年年底前确定综合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拟从2013年
起全面启动改革。

7月11日， 国务院印发 《意
见》， 明确要求推进红十字事业
改革创新， 并在有条件的地方红

十字会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
赵白鸽指出， 《意见》 是新时期
发展我国红十字事业的纲领性文
件， 对于红十字会的改革与发展
具有里程碑意义。

赵白鸽表示， 中国红十字会
将积极推进红十字会体制机制创
新， 开展社会组织改革试点， 探
索建立 “高效、 透明、 规范” 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加强公信
力建设 ； 严格执行信息公开制
度， 做到资金募集、 财务管理、
招标采购、 分配使用等捐赠信息
公开透明， 切实保障捐赠人和社
会公众的知情权、 监督权， 着力
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建立

和完善法律监督、 政府监督、 社
会监督、 自我监督相结合的综合
性监督体系。

赵白鸽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秉
承 “人道 、 博爱 、 奉献 ” 精神 ，
完成5大核心任务 ： 建立健全红
十字应急救援体系， 建立红十字
应急救护培训长效机制， 提高红
十字会人道救助能力， 加强无偿
献血、 造血干细胞捐献、 遗体和
人体器官捐献工作， 积极开展国
际人道救助和港澳台交流合作 。
同时， 加强红十字会组织建设 ，
通过双轨制等手段加强红十字会
人才队伍建设和志愿者队伍建
设。

� � �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黄纯芳 张斌
通讯员 李超玲）今天，中共湖南省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纪律检查工作委员会召开成
立大会。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为
省非公经济组织纪工委授牌并讲话，省委
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主持会议，
副省长、省工商联主席何报翔出席。

黄建国指出，在非公企业党组织中建
立健全纪检组织 、加强纪检工作 ，是反腐
倡廉建设的新领域， 应重点在5个方面下
功夫。 一是按照“党的组织建到哪，党的纪
律监督工作就延伸到哪 ”的要求 ，努力实
现具备条件的非公企业党组织建立相应
的纪检组织；二是非公企业纪检组织要以
支持、保护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作为纪检
组织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参与中支
持、在监督中保障 ，融纪检工作于企业中
心任务之中；三是建立完善全省非公企业
纪检工作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强化工作

保障；四是各有关部门要把出资人作为重
要工作对象，协同抓好对出资人的教育引
导工作；五是推动各方创造企业发展的良
好外部环境。

李微微强调，要围绕中心，支持发展，
充分尊重非公企业的主体地位， 以支持、
保护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作为纪检组织
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融纪检工作于企
业生产经营管理中，与企业文化建设紧密
结合。 要试点先行，循序渐进，以规模以上
非公企业为重点，注意选择一些行业代表
性大 、党建基础好 、业主支持的企业作为
试点，以点带面、有序推进。要一手抓组建，
一手抓作用发挥，对符合组建纪检组织条
件的非公企业，成熟一个、组建一个；已成
立的非公企业纪检组织 ， 要按照党章要
求，认真履行教育、监督、检查和保障等职
能 ，在维护企业群众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
健康发展中发挥服务和保障作用。

� � � � 本 报 10月 10日 讯 （记 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倪晓雪） 10月9
日 ， 湖南省政府征兵办公室召
开第一次会议并开始集中办公。
省军区参谋长 、 省征兵办主任
陈长寿到会并讲话。

会议明确了省征兵办各部门
职责并就今冬征兵工作任务进
行了部署 ， 要求全体工作人员

戴牌上岗 。 省征兵办特设廉洁
征 兵 举 报 电 话 ： 0731—
84570148、84570146，欢迎广大群
众如实举报。

陈长寿要求 ， 全体征兵工
作人员要充分认清今年我省征
兵工作的严峻形势和特殊要求，
尽快熟悉和掌握全省征兵工作
的计划安排，准确把握征兵工作

的特点规律，熟悉掌握检查指导
工作的方式方法。 各职能部门要
进一步强化职责意识 、 作为意
识 、标准意识和协作意识 ，切实
把好体检、政审、文化和廉洁4道
“关口”，自觉防止和抵制不正之
风 ， 高标准 、 高质量完成今冬
征 兵 工 作 任
务。

� � � �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沈念） 今天18
时， 2012中国·岳阳第九届城市友
好商会经济协作会暨百强民营企业
岳阳行活动在岳阳举行。 副省长何
报翔会见了前来参加活动的20余位
重要客商， 代表省政府向来自全国
各地的客商表示热烈欢迎； 希望城
市、 企业间加强联谊合作， 广大客
商来湘投资兴业， 献计献策。

城市友好商会经济协作会于
2004年创办 ， 在加强商会联谊合
作，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苏宁电器党委书记吴
承庆代表与会客商表示， 湖南的快
速发展给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企业
将一如既往地对地方经济发展作
出贡献。

“看，这是我的家乡！”
———“镜采三湘巨变”大型图片展见闻

省非公经济组织纪工委成立

� � � �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
勤） 10月9日，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
记孙建国率 “稳增长 、 促和谐 ” 督查组
到邵阳市开展专题督查 。 他强调 ， 要全
力以赴完成今年各项目标任务 ， 确保社
会大局稳定， 为实现 “稳中求进 ” 的总
要求、 迎接党的十八大召开做出积极贡
献。

孙建国率督查组深入隆回 、 洞口两
县的工厂 、 社区 、 农村 、 机关和重点项
目建设工地 ， 了解企业生产经营 、 社会
管理创新 、 农业生产 、 项目落实和服务
民生等方面情况 。 隆回县建立社区社会
管理公共服务中心， 设立 “12345” 县长
热线办公室； 洞口县进一步完善群众工
作站机制 ， 探索了服务群众 、 促进工作
的新路子。 孙建国对此给予关注和肯定。
当了解到隆回兴昂鞋业有限公司 、 凯迪
绿色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分别存在招工 、
原材料供应等困难时 ， 孙建国要求地方

党委政府积极做好协调和服务工作 ， 确
保企业正常生产。

孙建国肯定邵阳市落实省委 、 省政
府部署态度负责、 工作扎实 ， 在经济发
展和社会建设 、 矛盾化解等方面成效明
显 ， 并就下阶段工作提出了要求 。 他强
调， 要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项目标任务 。 始终毫不放松地抓好
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 ， 始终坚持转
变发展方式不动摇 ， 始终把民生建设作
为重中之重 。 全力以赴维护社会大局稳
定， 认清形势 ， 清醒头脑 ， 最大限度地
解决涉及群众利益的问题 ， 坚持把矛盾
化解在基层 、 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
全力以赴抓好落实 ， 各项重点工作都要
落实责任， 限时完成 ； 各级领导干部要
深入基层一线 ， 特别是到矛盾多 、 困难
多 、 群众意见大的地方开展工作 ； 切实
加强督促检查 ， 加强作风建设 ， 从严治
懒治庸。

孙建国在邵阳督查工作时强调

全力完成今年各项任务
确保社会大局稳定

� � �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高湘华）今天上午，副省长盛茂林来到长沙
部分监狱单位现场考察， 并与监狱民警和
工作人员进行座谈。 他强调，要以公正廉洁
执法为首要价值追求， 进一步推进监狱管
理创新，提升全省监狱工作水平。

盛茂林首先来到省反腐倡廉教育基
地长沙监狱，参观了省级现代化文明监区
麓峰监区，对其以多种形式开展反腐倡廉

教育的做法给予高度
评价。随后，他又来到
以出监教育、 职业培
训、 回归指导工作为
主 要 职 能 的 星 城 监
狱， 鼓励星城监狱进
一步巩固提高出监教
育管理水平， 帮助刑
释人员更好更快回归
社会。在省女子监狱，
心理矫治、性别教育、
艺术教育等创新管理

手段吸引了盛茂林的注意。 他指出，不仅
要加强建设监狱的“坚墙”，还要改造犯人
的 “思想心灵之墙”， 使其能真正重新做
人。 盛茂林还详细听取了省司法厅、省监
狱管理局关于我省监狱工作有关情况汇
报。

盛茂林指出，全省监狱系统要进一步
加强监狱管理，尽职履责，坚守岗位，高标
准严要求，确保监狱安全稳定。 要不断适
应新形势，不断创新管教方法 ，做到在继
承和发展中创新，提高改造质量。 要进一
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统筹考虑 ，统筹规
划，提高监狱的物质保障。 要进一步加强
队伍建设，加强责任感 、使命感和业务培
训，提高履职本领，进一步关心爱护监狱
民警，不断提高战斗力。 各级党委政府要
进一步重视监狱工作 ， 帮助解决实际困
难， 推动全省监狱系统各项工作上新台
阶。 监狱民警要严格公正廉洁执法，守住
底线，做到警钟长鸣 ，为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作出贡献。

进一步推进监狱管理创新
盛茂林考察在长监狱单位

着力打造公开透明的红十字会
赵白鸽来湘作报告 拟明年启动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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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党史联络工作座谈会召开

何报翔会见
20余位重要客商

� � � � 10月10日，“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喜迎十八大———镜采三湘巨变图片展”开展第二天，吸引了更多群众
前来观展。 图为市民透过一张张精彩图片，领略湖南取得的巨大成就。

本报记者 郭立亮 山南报记者 次仁龙布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