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张湘河）
11月20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州委召开十届二次全体 （扩
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党的十八大代表、州委书
记何泽中传达了党的十八大精
神，对全州学习宣传贯彻十八大
精神进行了部署。 会议要求，把
十八大精神化为加快自治州发
展的强大动力，奋力开创自治州
科学发展与富民强州新局面。

会议要求，要把党的十八大

精神落实到推动科学发展 、 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来 ， 落
实到促进社会和谐、 保障和改
善民生上来， 落实到全面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来 。
要结合深入推进区域发展与扶
贫攻坚战略谋划好明年工作 ，
力求在实施重大工程项目上率
先突破， 在建设特色产业体系
上率先突破， 在推进精细化扶
贫上率先突破， 在搭建试点平
台上率先突破。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
平 通讯员 罗健康）今天，邵阳市召开传
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大会。 十八
大代表、市委书记郭光文要求，全市上下
要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 紧密联系邵阳
实际，扎实做好当前4项主要工作，推动
邵阳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

邵阳市要求， 全体党员干部把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落实到抓好当前4项主
要工作上来。 一是认真完成今年各项任
务。要排除一切干扰，集中主要精力完成
全年各项主要目标任务。 二是全面构建

和谐社会。邵阳是经济欠发达、各种矛盾
相对集中的地方， 加强和谐社会建设非
常重要。三是不断改善民生民利。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 今后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以改善民生为根
本， 首先要把已建成的民生工程和已办
好的民生大事利用好， 再快速推进正在
建设的十大民生工程。 四是坚决做好市
县两级换届工作。 换届工作事关未来发
展进退兴衰，事关人民群众喜怒哀乐，事
关党委威信高低强弱， 要发挥党委核心
作用，把换届工作做好。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杨玉婷

11月19日，旅途的疲惫尚未除
去，党的十八大代表龙四清回到芷
江禾梨坳乡古冲村， 家门都没进，
就开始入户宣传十八大精神。

“我一回村 ，就想把十八大报
告里和我们村有关、和我们基层百
姓密切联系的内容，告诉你们。”来
到村头李小河家，龙四清对在此等
候的乡亲们说。

“十八大报告145次提到人民，
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啊，以后我们
的日子会越过越好。” 被村民们围

在中间的龙四清激动地谈起了学
习十八大报告的感受。

柑橘是古冲村的支柱产业 ，
龙四清十分关心村里柑橘销售情
况 。 从李小河家中出来 ， 她来到
江巴冲组， 村民们正在清拣橘子。
龙四清对大家说 ：“十八大报告提
出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 大家要
有信心做好柑橘产业 。 以后要学
好柑橘嫁接技术， 提高柑橘品质。
有了好的卖相和口味 ， 就一定有
市场。”

龙四清的话让村民们心里舒
坦。村民郑富贵说，他深受鼓舞，对
未来生活充满憧憬。

省委直属机关党校———

确保十八大精神
进教材进课堂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罗新宇） 今天，省委直属机
关党校召开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会议。党的十八大代表、省直
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王秋沙传达了
十八大精神。

省委直属机关党校的干部职工
表示， 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的统一部
署， 把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八大
精神， 作为当前的首要政治任务来
抓。要结合党校实际，深入学习，加
深对十八大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新论断的理解，确保十八大
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要充
分利用校网、宣传栏、电子显示屏、
《简报》短信平台等，及时转载中央
和省直主要媒体的重要报道、 评论
和理论文章。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培
训主渠道的作用， 对处级干部进行
轮训。深入钻研，认真领会，积极撰
写理论文章，多出研究成果。

� � � �本报11月21日讯 （通讯员 熊伟
记者 周小雷）今天，武警长沙市支队
召开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会议， 要求全体官兵通过集体学习、
个人自学、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紧
密联系思想实际,坚持学以致用、用以
促学,用党的十八大精神武装头脑、指
导部队实践, 永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
士，以更昂扬的姿态和更高的标准推
进部队建设科学发展。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该支队迅速
制定了学习贯彻实施方案，由支队领
导带领基层政治主官和理论骨干，深
入基层中队及各分散执勤点进行宣
讲 ，同时 ，还组织基层官兵参与网上

“学习十八大精神” 专题讨论， 举办
“从身边变化看发展前景”图片展，举
行以 “赞颂科学发展成就 ，忠实履行
职责使命”为主题的演讲会，全方位、
立体式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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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奋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今天下午， 长沙市举行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座谈会， 该市宣传思
想文化战线各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市委
政研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委党校等单
位及社区、村的基层代表参加座谈。会
议要求，要以十八大精神为指针，迅速
掀起学习热潮，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连日来， 长沙各界积极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11月18
日， 长沙市委召开传达贯彻党的十八
大精神会议，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陈润儿要求， 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是
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的热潮， 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全面实
现小康目标而发奋努力。

会议要求 , 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
要认真组织学习，细化学习方案，明确
学习任务、时间和要求；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树立阵地意识，确
保正确导向，始终坚持团结稳定鼓劲、
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体现主旋律、主
基调；在宣传内容和形式上要坚持“三
贴近”原则，深入开展“走转改”活动，

宣传好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学习十八大
的情况， 宣传好在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过程中取得的新成效、新
进展， 把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的十八大精神上来，确
保全面完成和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的各
项工作任务， 并科学谋划好未来几年
特别是明年工作。

长沙：掀起学习热潮 推进各项工作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通讯员 李毅 彭茜）今天，湖南
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召开传达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大会。党的十八大
代表、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

长沙分所党总支书记周明觉传达了党
的十八大精神。湖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湖南省资产评估协会党委书记刘克邦
要求，全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全
体党员要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

大精神上来，把力量凝聚到落实党的十
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和工作任务上来，
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促进行业发
展的各个方面，不断开创注册会计师资
产评估事业新局面。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陶海音
通讯员 李银明）今天下午，省交通
运输厅召开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大会。 会议要求全省交通运输系
统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全力打造 “四个交通 ”，为 “四化两
型”建设服务。党的十八大代表、省
委副秘书长罗海燕作学习党的十八
大精神辅导报告。

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 厅长
贺仁雨表示， 全省交通运输系统要
充分认识党的十八大的重大意义，
深刻领会把握党的十八大的精神，
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热潮， 围绕推动湖南交通科学
发展安全发展抓好学习贯彻， 以学
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为动力切实抓好
当前工作， 坚决确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加快推进
水运改革和发展，全力打造 “综合
交通、两型交通、智慧交通、阳光交
通”，为推进“四化两型”建设服务。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员 吕运涛） 今天上午， 省委
农村工作部 、 省政府农村工作办
公室党组中心组成员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 省政
府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宗林指

出 ， 要学习贯彻好十八大精神 ，
就必须以其为指导 ， 切实抓好当
前各项 “三农 ”工作实效 ， 并谋划
好2013年省委一号文件 、 省委农
村工作会议 ， 大力推进全省新农
村建设 、 促进农民增收 ， 为营建
更美好的“三农”春天奋发作为。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胡燕 夏勇 ） 记者今天从省
委老干局获悉 ，连日来 ，我省广大离
退休党员干部争做学习宣传党的十
八大精神的先行者。

11月8日，我省各级老干部工作部
门通过广播、电视、网络等形式，组织
离退休干部收看收听了十八大盛况。

十八大闭幕以后， 省委老干局举办了
全省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骨干十八
大精神学习班。通过举办专题宣讲、座
谈讨论、辅导讲座，组织老干部全面、
深刻、 系统学习十八大精神， 深刻领

会、掌握精神实质。截至目前，全省老
干系统共组织召开座谈讨论1.2万多场
次，辅导报告1000多场，举办老干部党
支部书记培训班300多次，为老干部订
阅各类十八大辅导刊物1.8万多份。

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

开创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事业新局面

省交通运输厅———

抓好安全生产
打造“四个交通”

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府农村工作办公室———

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谋划“三农”春天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万波 郭姝静 ）11月20日 ，
省国土资源厅组织召开全省国土
资源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
神视频会议。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
记 、厅长方先知指出 ，学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对做好新形势下的
湖南国土资源工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有效资源保障，具有重大指
导意义。

会议提出： 学习十八大精神，
全省国土资源系统要努力做到有
组织 、有计划 、有部署 、有检查 ，总

结推广先进经验 ， 增强学习的吸
引力、 感染力、 针对性和实效性；
结合我省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国
土资源工作实际 ， 认真抓好规划
计划 、 征地拆迁 、 农村土地综合
整治、 地质找矿等重点问题研究，
着力破解一些事关全局和长远发
展的重点难点问题 ； 以党的十八
大精神为指引 ， 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必须增强“四种意识”、做到
“四个始终”，切实抓好当前各项工
作，及早谋划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

省国土资源厅———

着力破解重点难点问题

� � �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周彰军 申福春 ） 省林业
厅今天组织厅机关党员干部 ， 集
体学习十八大精神 ， 大家一致表
示 ， 将在今后工作中认真贯彻落
实十八大精神 ， 用绿色力量筑起
美丽湖南。

省林业厅厅长邓三龙说 ， 党
的十八大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
出了全面的战略部署 ， 作为在生
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首要地位 、 发

挥基础作用 、 承担重要使命的林
业部门 ， 必须紧扣中央部署 ， 瞄
准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 ， 按照国
家林业局提出的发展生态林业和
民生林业的要求 ， 以绿色湖南建
设为载体 ， 坚定不移地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 ， 凝心聚力为三湘大地
披上美丽绿装 ， 为科学发展提供
生态屏障 。 今后 ， 林业部门在加
快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将更加积极
作为。

省林业厅———

绿色力量让湖南更美

� � � �本报11月21日讯（通讯员 黄亮斌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省环保厅组
织全系统干部职工学习贯彻落实
党的十八大精神 。 党的十八大代
表 、 省环保厅厅长蒋益民介绍了
大会盛况， 传达学习十八大精神。

蒋益民说 ， 党的十八大报告
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独立章
节 ， 与经济建设 、 政治建设 、 文
化建设与社会 建 设 一 起 ， 形 成
“五位一体 ”； 并把生态文明建设
写进了党章 ， 这充分凸显了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 要 性 。 报告 提 出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 ” 的伟大目
标 ， 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
路径 ， 这为环保事业赢得更多更
好机遇。 作为 “环保人”， 应该为
建设天蓝 、 地绿 、 水净的美丽中
国而努力工作 。 全省环保系统要
深刻领会报告中关于生态文明建
设的深刻内涵 ； 切实立足本职工
作 ， 积极推进全省十大环保工程
建设 ； 要结合十八大精神 ， 在更
高目标 、 更高起点上 ， 积极谋划
好下一阶段全省环保工作 ， 努力
建设美丽湖南。

省环保厅———

立足本职建设美丽湖南� � � �11月19日，永顺县组织多支文艺团队进村入寨，通过文艺表演、有奖知识竞答、发放资料等活动，宣传党的十八大精神。
向水生 摄

离退休党员干部争做先行者

� � �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肖功勋） 省煤炭管理局今
天组织机关全体干部职工 ， 认真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省煤炭管理局局长李联山表
示 ， 全省煤炭行业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 ， 采取不同形式 ， 大力宣传
党的十八大精神 ， 努力营造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煤炭行业肩负着 “四个湖南 ” 和
“四化两型” 建设能源支撑的重任,
要按照科学发展 、 安全发展的要

求， 做到 “四个坚持”， 努力实现
“四个发展”： 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
路 ， 实现健康持续发展 ； 坚持以
人为本 ， 全面落实 “安全第一 、
预防为主 、 综合治理 ” 的安全生
产方针 ， 实现安全发展 ； 坚持开
发与节约并重 ， 牢固树立节约发
展、 清洁发展、 可持续发展观念，
实现可持续发展 ； 坚持加快产业
结构调整 ， 扎实推进企业兼并重
组， 实现规模发展。

省煤炭管理局———

推动煤炭工业科学安全发展

自治州——

开创富民强州新局面

“生活一定会更好”

邵阳———

改善民生民利

武警长沙市支队———

永做党和人民忠诚卫士

（紧接1版①） 要持续抓好重大信访维
稳问题的协调处置和重要安全生产问
题的整改落实， 进一步加大跟踪督办
力度， 严肃问责敷衍塞责、 落实不力

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确保全省社会
和谐稳定。 要全面总结此次专题督查
工作经验， 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督查工
作成果， 健全推动工作落实的长效机

制。
易炼红要求， 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 推动各地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八大精神， 突出抓好稳增长各项政

策落实， 认真查找和解决影响社会稳
定的突出问题， 确保实现全年经济社
会发展目标 ，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
定。

� � � � （上接1版②）
这份自信,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党

情变化的清晰认识、准确把握。古人云：
“君子董道直行而不豫”。开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就必须珍惜、坚
持和发展我们所取得的根本成就。既不
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
邪路；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既
增强自信,又保持自省,我们就能在世界
发展大潮中站得更稳、走得更好。

近10年来， 尤其是党的十七大以来
的5年，是湖南面临困难挑战最多的时期

之一，也是湖南经济发展最快、城乡面貌
变化最大、 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之一。在这期间，两型社会建设取得实质
性进展，全省经济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
全省人民的幸福指数不断提升。

综观湖南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
展， 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原因就是深入
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 将科学发展
观的要求和中央的决策部署转化为具
体的工作思路和政策举措，形成了“四
化两型”、“四个湖南”等符合湖南实际
的科学发展之路。 全省广大干部群众

也在具体实践中进一步增强了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自觉和自
信，凝聚起强大的发展力量。

制度自信体现保障的坚定性。 湖南
在发展中坚持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 全面推进民主建设、 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党建推进等各方面事业的
体系性、制度性，坚持以制度为统领规范
权力运行、 规范利益分配， 制定出台了
《湖南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实施纲要》、《创
新型湖南建设纲要》等众多规范性文件，
确保了经济社会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八大指引了中国未来发展
的前进方向， 科学描绘了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
社会主义现代化、 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新胜利的宏伟蓝图。 我们要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为动力， 立足
新起点，抢抓新机遇，把握新要求，加
快推进“四化两型”、“四个湖南”建设。
只要我们胸怀理想、 坚定信念， 不动
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就能不断开创科学
发展、富民强省新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