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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主席台上没有绿色植物和鲜
花， 在主席台就座的中央领导人
由往年的20多位减少为8位，政治
局委员和会议代表坐在一起———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简
单朴素的会场直观地展示出清新
的会风。

这是中央政治局改进工作作
风八项规定出台后召开的第一个
全国性重要会议。 会场上不摆放
鲜花，与会代表限时发言，如此细
微之处，看似小事一桩，但其背后
透露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倡
导改进作风上一以贯之的理念：
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台改进工作
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东时轻车
简从、入住普通套房，吃自助餐，
不封路，不清场，不铺地毯的亲民
之举，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改
进全党工作作风作为从严治党的
重要一环。

会风是体现执政党作风的重
要一环。因此，会风不是小事，体现
着党风、政风，最终带动民风，引领
社会风气。 中央会议简朴的会风，
于全党而言本身就是一种“从我做
起”的率先垂范，这必将也应该引
发全党的“上行下效”，进而以良好
的党风，引领、带动政风、民风，真
正赢得群众的信任与拥护。

会风的变化 , 带来的必将是
民意、民心的提振。面对复杂多变
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
革发展任务， 不仅需要坚定不移
推进各项改革的政治智慧与勇
气，更坚定秉持求真务实、实干兴
邦的执政理念，真正做到讲实话、
干实事，敢作为、勇担当，言必行、
行必果，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
入群众，牢固树立艰苦奋斗、勤俭
节约的思想，力戒奢靡之风，用真
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增强党和政
府的公信力、号召力和动员能力。

干部怎么干， 决定着群众怎
么看。不负人民的信任与重托，归
根结底要靠实干。 改进作风就要
以切实行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
问题， 密切联系群众就要有下得
去、扎得深的常态机制，面对改革
难关就要有不失时机的突破，面
对民生期待就要让老百姓感受到
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这就要求
全党同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扎
扎实实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
现代政治运行 , 执政细节从来不
是可以忽略、可有可无的东西；国
家的发展与变革 , 民生福祉一点
一滴的改变 , 都需要各级官员和
公共行政部门俯下身去 , 倾听民
意。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党始终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
领导核心。

� � �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王平 胡玉辉）记者今天从全
省汽车产业对接合作会获悉，我省汽
车产业已具较强集聚发展优势。全省
拥有发动机、车身、电子电器等7大类
200余家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 ，形
成了以乘用车为主导、 专用车为特
色、 商用车为补充的产品结构体系，
整车年产能达150万辆。

近几年 ， 我省先后引进广汽集

团、北汽集团、菲亚特、三菱、比亚迪、
陕汽集团、安徽华菱、众泰等国内外
知名的汽车品牌，吉利汽车、北汽福
田加大在湘投资力度，全省已形成以
长株潭为中心，衡阳、永州为重要基
地的产业格局。2011年， 汽车产业成
长为“千亿产业”。

整车生产领域，我省拥有广汽三
菱、广汽菲亚特、吉利、比亚迪等一批
知名乘用车企业；中联重科、三一重

工、湘电集团的专用车，在国内市场
占有率稳居前列。

配套体系优势明显。85%的零部
件可在省内采购， 长株潭形成较为完
整的汽车零部件配套体系。 湘火炬的
火花塞、长沙博世的汽车电器、同心实
业的汽车车身、 南岳电控的高压喷油
泵、株洲齿轮的变速箱、风顺车桥和湖
南车桥的汽车前后桥、湘泵公司的机油
泵等，均为国内外知名品牌；汽车冲压

成型技术，电控燃油喷射系统、起动机、
增压器等关键零部件的研发，在国内处
于领先水平。预计到2015年全省整车生
产能力将达到200万辆。

今天的产业对接合作会上，一批
整车生产企业、零部件配套企业和汽
车需求单位签署了各类供需合作协
议96个，合同金额近60亿元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陈叔红出席今天的产
业对接合作会。

� � �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唐爱平）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 、长株潭试验区
工委书记张文雄，受邀在湖南农业大
学作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辅导
报告，与师生们对话道路自信 。他指
出，个人的理想前途与国家命运紧密
相连。他送给青年学生 “五件宝 ”，鼓
励他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中，让青春焕发绚丽光彩。

湖南农大能容纳1500多人的大礼
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两个多小时的
时间，张文雄引经据典，从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谈到“四化两型”是湖南的富民强省之
路， 再到青年学生如何走好个人成长
进步之路，娓娓道来，侃侃而谈，多次
赢得师生们经久不息的掌声。

张文雄勉励广大青年学生把个人
理想融入全民族的共同理想之中，希
望同学们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事业。他还送给青年学生们“五件

宝”。一是“方向盘”，就是要把握好人
生的正确方向，树立远大理想，把个人
奋斗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
想紧密结合。二是“发动机”，即发扬以
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不断增
强创业热情，提高创新能力。三是“橡
胶胎”，就是脚踏实地，负重奋进，在千
磨万击中历练人生， 收获成功。 四是
“空调器”，就是要感知人间冷暖，以感
恩之心对待父母， 对待他人， 对待社
会，献出爱心，让社会变得更美好。五
是“刹车片”，就是面对各种诱惑，始终
坚守法律底线、纪律底线、道德底线。

张文雄的报告在师生中引起强
烈反响。湖南农大副校长陈冬临听了
报告后说 ，张文雄同志的报告 ，为我
们农大的师生送来了精神大餐，解了
我们的信仰之惑 、道路之惑 、人生之
惑。 报告形象生动地阐述了修身、做
人 、做事的道理 ，让学生们受到了生
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

� � �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李知英）今天，湖南省人民防空军
政联席会议在长沙举行，省军区司令
员黄跃进、副省长韩永文出席。

近年来，我省坚持“长期准备、重
点建设、平战结合”的方针，突出人防
战备建设。 各地的人防工程与完善城
市功能相结合， 积极开发利用城市地
下空间。如长沙市黄兴北路（金满地）、
韶山南路（大都市）和株洲市人民路、
郴州市五岭广场等，集人员疏散掩蔽、
地下过道和地下商业街于一体， 总建
筑面积达62.6万平方米。据介绍，近年
全省通过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
室、 招商引资建设平战结合人防工程
等途径， 拉动社会投资超过100亿元。

目前 ， 全省人防工程开发利用率达
70.1%，年创产值近7亿元，为社会提供
就业岗位3万多个。

黄跃进指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大精神 ，国家安全发展形势 、现代战
争发展形态、我省军事斗争准备任务
都对人防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大家
必须认清形势任务， 切实增强抓好人
防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通过健全完
善常态运行的军政联席会议制度，议
大事、搞协调、抓督导，形成军地齐抓
共管的合力， 有效推动人防工作落到
实处。

韩永文肯定了我省人防建设取得
的成绩。他要求，各级各部门要立足战
备、服务大局，切实抓好人防战备建设，

大力推进人防建设与经
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
设、 与应急管理相融合、
衔接发展， 实现战备效
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步增长。相关职能部门
要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
要求，在规划计划、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应急管
理、易地建设、宣传教育、
机构队伍等方面支持人
防部门开展工作，提高人
防工作齐抓共管水平。

� � �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乔伊蕾）
今天，全省来湘少数民族人员服务管
理工作会议召开。副省长盛茂林出席
并讲话。

近年来，我省大力推动少数民族
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长沙市设立
了26个示范点，推动民族工作 “进学
校、进社区 、进企业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对外来少数民族务工经商
人员给予税费优惠；常德市对无生活
来源、无劳动能力、不能自行返家的
少数民族流动人员予以救助 ;省民政
厅出台专门文件，对少数民族流浪乞

讨人员开展救助，今年来共救助少数
民族人员1.5万人次。

盛茂林强调，全省来湘少数民族
服务管理工作要把切实保障少数民
族群众的合法权益作为重要原则，把
创新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
理作为重要任务，把排查化解涉及民
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作为重要内容 ,把
深入开展民族团结教育和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活动作为重要途径，积极探
索和创新体制机制，努力健全和完善
相关政策法规，实现促进和谐的工作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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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2月19日， 长沙市望城区东城镇苏缪村干部上门慰问余欢受伤的奶奶，
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余欢和父亲均是一级残疾，全家6人月收入不过千元。近
日，其奶奶意外摔伤，治疗花费了2万多元，使本来贫困的家庭更加困难。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 � � �拥有7大类200余家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整车年产能
达150万辆，85%的零部件可在省内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