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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
习时强调：“中央已经发出关于
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的通知，各级党委要按照通
知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
八大精神引向深入。”笔者认为，
各地的安排部署，既是对中央要
求的积极响应，也是十八大精神
落地生根的必由环节。

党的十八大是一次高举旗
帜、继往开来、团结奋进的大会。
大会规划的中国未来发展道路，
既不是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是
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南， 前进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上。 在这条路上，
要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收入倍
增， 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
明……要让习近平总书记说的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 期盼有

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
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
障、 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
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
境， 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
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的
向往变为现实，需要真抓实干才
能实现， 需要劳动才能创造，需
要汗水甚至牺牲才能换取。

落实十八大精神，就是要把
十八大确定的目标，不懈地付诸
实干。不通过努力，不通过付出
实实在在的汗水和扎扎实实的真
抓实干，所谓宏图，所谓愿景，所
谓理想 ， 都是没有价值的东
西———这是中央一再强调落实十
八大精神的原因。 这也要求各地
在学习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时，
必须紧扣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
实际， 拟定出科学合理的实施方
案，制定出切合实际的工作思路。
总之，除了真抓实干，没有别的什
么路径可以选择。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张尚武）
“十二五”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配套
项目———南方稻区科学储粮综合技术
核心示范基地在桃源启动。 记者今天
从省粮食局获悉，至2014年，桃源将建
成我省唯一、 全国第四大科学储粮示
范基地。

作为全国稻谷总产第一省， 湖南
推广科学储粮技术， 对确保粮食安全

意义重大。从2009年起，中央和省级财
政总计已安排5115万元， 按每户400元
左右的标准， 补助我省34万个农户建
“放心粮仓”。

作为项目技术支撑单位，省粮科院
组装了密闭、通风、降温、水分平衡、装具
防鼠、纱网防虫等6大核心技术，帮助农
民建“放心粮仓”。我省已选择桃源、汉
寿、双峰、株洲、桃江、涟源、津市、邵阳、

隆回、武冈、桂阳、长沙、汨罗、华容、平
江、中方、道县、祁东等35个县（市区）实
施，节粮减损效果好。今年，国家粮食局
部署，在我省桃源县建立南方稻区科学
储粮综合技术核心示范基地。

主产粮县桃源常年水稻种
植面积210万亩，年总产粮食80万
吨左右， 其中商品粮35万多吨，
位列全省前5名。 省粮科院院长

覃世民称， 在桃源建立科学储粮示范
基地，不仅带动桃源70万农户用上“放
心粮仓”，还将辐射整个洞庭湖主产粮
区，引导广大粮农科学储粮。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真抓实干是最好的落实
示范“放心粮仓” 开发“无形粮田”

科学储粮核心示范基地落户桃源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施泉江 张婷亭） 今天下午，
副省长李友志在长沙会见了泰国驻
昆明总领事陈维钦一行。

李友志对客人的来访表示欢迎，
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湖南
地处中国中部，区位优势明显、文化
底蕴深厚、工业门类齐全、旅游资源
丰富。近年来，湖南坚定不移深化改
革、扩大开放，农业、工业、旅游、能源
和文化等领域都取得了飞速发展，发
展前景令人看好。湖南与泰国有着良
好的交往基础，湖南在泰国建成了全

省首个境外工业园，正大等一批泰国
著名企业也在湖南投资兴业。随着中
泰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湖南与泰
国的合作空间巨大，前景广阔。希望
以总领事此次访湘为契机，加强双方
在杂交水稻、工程机械、生物医药、旅
游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促进共
同发展。

陈维钦说，泰中两国友谊源远流
长。 随着泰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
双方经贸往来、 人文合作日益密切。
他愿意进一步推动泰国与湖南在各
领域的交流合作。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杨博智
王立三 ）今日 ，由华声在线 、三湘都市
报推出的 “湖南百篇———新时期影响
湖南的百篇演讲”评选活动正式启动。
作为我省首届网络文化节的活动之
一， 该活动旨在打造一项湖南新时期
标志性文化工程。

此次评选将采取组委会推荐及读
者 、 网友推荐相结合的方式 ， 公开 、
公正 、 公平地遴选出深远影响湖南 、
最能代表新时期湖湘精神的演讲名
篇。

据了解， 评选组委会已预选了部
分大家耳熟能详的名篇， 如袁隆平在
第31届文化论坛上演讲 《发展杂交水
稻，造福世界人民 》、魏文彬在哈佛大
学的演讲 《湖湘文化和湖南电视的文
化根源》及詹纯新、梁稳根等企业巨子
的演讲已列入预选名单， 将和其他被
推荐的作品一起接受评选， 最终选出

“湖南百篇”。
为吸引广大网友参与， 组委会特

别开通了短信及网络投票平台， 截止
日期为2013年1月20日，根据规则，网络
得票数前120名的作品将进入决选阶
段，由专家评审小组综合评分，得分最
多的前100名即入选“湖南百篇”。获奖
作品将结集出版。

此次 “湖南百篇 ”活动 ，由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华声在线、三湘都市
报承办。

■参与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公开发表(发布)的演

讲均可参评，演讲词一般不超过5000字，
并符合“湖南相关、社会影响、文化价值”
的主题要求。 参评者可在活动官网华声
在线(www.voc.com.cn)下载参评表格，填
写完整后将表格及个人作品发送至组委
会指定邮箱（voc1688@163.com）。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姚学文）
今天， 第12届中国教育信息化创新与
发展论坛在长沙举行，以“创新体制机
制，实现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为主
题的本届论坛，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800多名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负责人、
各级各类学校校长、专家技术人员、教
育界信息化人士参加研讨。论坛上，我
省 “空间教学”经验受到广泛关注 。教
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省政协副主席刘
晓参加论坛活动。

近年来 ，我省 “空间教学 ”得到逐
步推广。2010年， 我省率先在职业院校
试点空间建设， 2011年开始逐步在中
小学、 本科院校推广， 目前初步形成
了个人学习空间覆盖各级各类教育和
学校的格局。 截至今年10月， 全省各
级各类学校以向企业支付租赁费的方
式建设机构平台190个 、 师生个人空
间50余万个。 与此同时， 我省积极利
用空间进行资源建设， 探索教学手段
的现代化。

本报11月22日讯（记者 姚学文）
今天，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
瑜率省人大、 省教育厅等部门的
负责人先后来到长沙商贸旅游职
业技术学院、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
技术学院和湖南女子学院调研 。
肖雅瑜强调， 高等院校要认真学
习党的十八大关于 “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的精神，进一步提高教
育质量，形成特色，为地方经济发
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2003年升格的长沙商贸旅游
职院大力开展教育教学改革，逐步
形成了自己的特色。长沙环保职院
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和两型

社会建设， 大力培养环保专业人
才， 目前已为国家输送专业人才3
万多人。2010年升格为本科院校的
湖南女子学院，在女性人才培养方
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拥有服装设
计、旅游管理、文秘、社会工作等一
批重点专业。

肖雅瑜指出，近年来，高等教育
的办学规模获得长足发展， 成绩令
人瞩目。规模提高到一定程度后，今
后重点要着力提高教育质量， 培养
学生创新精神， 推动实现更高质量
的就业。各高校、特别是职业院校，
一定要努力形成自己的特色， 要为
地方发展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黎实 李荣喜）日前，由江
华瑶族自治县史志办编纂的 《中
国的大法官———江华》一书，在中
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华是该县大石桥乡鹧鸪塘

村人， 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 该
书24开 ， 精选照片200多幅 ， 由
走出瑶山 、 戎马生涯 、 主政浙
杭、 掌舵高院、 视察调研、 晚年
生辉、 百年纪念和故乡情深八个
部分组成。

李友志会见
泰国驻昆明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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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影响湖南百篇演讲评选启动
11月22日，来自株洲的58岁剪纸艺术家洪源，用时10分钟，在30平方米的

红布上，剪出一个长6米、宽5米的巨大“福”字，精彩的表演让观众惊叹不已。
当天，第九届湖南文化艺术收藏品博览会暨第十届湖南珠宝玉石首饰展览会
在省展览馆开幕。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