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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陈亚静 冒
蕞）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周强，专
程来到国防科技大学、 省消防总队看
望慰问官兵， 代表省委、 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和全省人民，向驻
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预备役人员送上新春祝福,勉励大
家发扬好传统，再创新业绩。

省领导孙建国、 易炼红参加看望
慰问。

在国防科大，周强与校长杨学军、
政委王建伟等校领导进行座谈， 向国
防科大近年来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他说，长期以来，国防科大积极参与支

持地方经济建设，加强省校合作，大力
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 为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为推进“四化两型”、“四个湖
南”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周强说， 刚刚胜利闭幕的省两会
明确了湖南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的
奋斗目标和今年工作的主要任务， 要
实现这些目标任务， 需要坚持创新驱
动， 需要强化人才支撑。 希望国防科
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继续坚持产业
技术协同创新联席会议等制度， 进一
步巩固省校产学研合作成果， 加强科
技创新载体联合共建， 推进超级计
算、 新材料、 先进制造、 电子信息等
领域关键技术的联合攻关和成果运

用， 加强人才培养， 推进军地合作，
推动国防建设和地方经济建设协调发
展， 在湖南推进“四化两型”、 “四
个湖南” 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湖南
省将一如既往全力支持国防科大建设
发展。

国防科大领导周建设、 黄华田、
王振国、 王正明参加座谈。

在与省消防总队官兵座谈中， 周
强说， 湖南消防部队是一支甘于奉
献、 敢打硬仗、 能打胜仗的消防铁
军， 过去的一年， 紧紧围绕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大局， 出色地打赢了火灾扑
救、 抗洪抢险、 应急救援等重大战
斗。 新形势下， 消防部队承担的任务

更加艰巨， 肩负的责任更加重大。 希
望全省消防部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精神， 大力推进现代化消防铁军
建设， 着力提高火灾防控和灭火救援
实战能力， 以实际行动最大限度降低
火灾事故发生， 最大限度减少火灾损
失， 最大限度维护全省和谐稳定大
局。

周强说， 当前， 正值迎新春、 庆
佳节的美好时刻， 也是消防工作的关
键时期。 希望全省消防官兵发挥优良
作风， 坚守岗位， 扎实工作， 严格落
实好各项监督执法和执勤备战措施，
确保全省人民过一个安全、 欢乐、 祥
和的春节。

省直单位老干部迎春联欢
周强致辞 徐守盛主持 陈求发出席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冒蕞 陈亚静） 今天上午， 省委、 省政府在
长沙举行省直单位老干部迎春联欢会。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强致辞，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主持，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

省领导和老同志熊清泉、 刘夫生、 王克英、 郭开朗、 易炼红等参
加联欢。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 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 崇高的
思想境界、 对湖南的无比热爱， 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周强说， 过去的
一年， 全省干部群众以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和贯彻落实党的十八
精神为主线， 大力推进“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 建设， 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和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 新成就， 成绩的取得， 要特别感
谢老干部们的关心和支持。

周强说， 省两会刚刚胜利闭幕， 会议明确了未来五年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今年的主要任务， 实现这些目标需要老干部继续
给予关心支持。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把中央和省委关于老干部工
作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多为老干部做好事、 办实事、 解难事， 进一
步健全完善帮扶老干部的长效机制， 提供经常化、 多样化、 个性化、
亲情化的服务， 带动全社会形成尊老、 爱老、 敬老的良好风尚。

联欢会上， 省直单位的老干部们自编自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徐守盛走访慰问省军区、武警湖南总队
向广大官兵致以新春祝福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唐婷 田甜）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
徐守盛来到省军区、 武警湖南总队， 看望慰问广大官兵， 代表省委、
省政府和全省人民， 向驻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 武警部队官兵、 民兵
预备役人员表示衷心感谢， 致以新春祝福。

来到省军区， 徐守盛与省军区领导黄跃进、 李有新等一起与官兵
们亲切交流。 他说， 过去一年， 省军区在中央军委坚强领导下， 出色
地完成了各项任务， 思想政治建设扎实有效， 整体作战能力不断提高，
后备力量建设稳步提升， 基础工作扎实推进。 特别是省军区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积极支持参与地方建设， 为湖南“四化两型” 建设作出了
突出贡献。 当前， 湖南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希望省
军区认真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发扬优秀传统， 进一步加强部队
基层基础工作和现代化建设， 积极支持和参与地方现代化建设， 为湖
南实现全面小康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在武警湖南总队， 徐守盛在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赵永平陪同下考
察了作战指挥中心， 并与官兵们亲切座谈。 他说， 近年来， 武警湖南
总队紧紧围绕地方经济建设中心， 圆满完成了维稳处突、 抢险救灾、
军民共建、 扶贫帮困、 自身正规化建设等各项任务。 希望武警湖南总
队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 不断提高遂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 强化维稳
处突工作， 为保障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改革发展稳定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湖南各级党委、 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驻湘武警部队建
设和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看望慰问。

变“一枝独秀”为“四季花开”
浏阳财税收入增速连续11个月居长沙各区县（市）首位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刘凌 通讯员 陈炉强） 临近春节， 浏阳经
开区内的蓝思科技仍是一片忙碌景象。 一辆辆重型卡车开进工厂， 运
来整箱进口昂贵玻璃， 这些精密玻璃经过深加工， 最终变成手机玻璃
面板， 运往国内以及世界各地的手机产区。 落户浏阳仅5年的蓝思科
技,去年实现进出口额8.69亿美元， 实现税收5亿元， 相当于浏阳整个
花炮产业提供的税收的一半。

蓝思科技的强势崛起， 是浏阳经济结构成功转型的一个缩影。 浏
阳市委书记曹立军高兴地告诉记者， 浏阳变花炮经济“一枝独秀” 为
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 现代制造业、 花炮产业4大产业“四季花开”。
近两年来， 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 现代制造业3大新兴产业均保持了
30%以上的增速。 2012年， 这3大产业在浏阳经济中所占比例高达
70%， 而花炮经济的占比已由3年前的40%缩小到2012年的不足20%。
2012年， 浏阳实现财政总收入55.31亿元， 财税收入增速连续11个月
居长沙市9区县(市)首位， 在最新的全国百强县排名中， 浏阳位列第60
名。 （下转4版③）

本报评论员

好的制度能不能落到实处，能
不能彻底杜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
“跑冒滴漏”现象，能不能取得让老
百姓满意的结果，关键在于用铁的
纪律管住权力的运行。

中央倡导“坚决抵制享乐主义
和奢靡之风”， 公款吃喝浪费行为
明显减少，但“玩潜伏”、“搞变通”
的现象也不同程度存在———不吃
圆桌饭，便把大厨请到机关食堂掌
勺；豪华酒店太打眼，就改换至驻
京办、私人会所消费；不设饭局，但
费用改成了“抽奖”。如果不把权力

关进制度的笼子，光靠官员的道德
自律，还不足以彻底管住舌尖上的
冲动。

你有张良计 , 我有过墙梯；上
有朗朗新政之风 下有偷偷解馋之
所 。“下有对策 ”泛滥 ,一定程度上
说明,在遏制公款吃喝上,规章立制
还做得不够 , 执行得还不彻底，处
罚、追责措施还不严 ，还不能触及
公款吃 喝 者 的 痛 处 。因
此，如何避免新风被执行
成运动式的“一阵风”，或
是下一步应该严肃思考
的问题。

奢靡浪费， 是舌尖上

的腐败，是权力寻租的过程。腐败是
长期积累而成的，反腐也就不可能
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甚至还会出现
反复。事实证明，和反腐败一样，厉
行节约、反对浪费，不能仅靠运动，
最终要靠制度作保障。必须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用制度约
束、监督权力的运行，将权力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 （下转4版②）

从2月17日（正月初八）起
省会系列新春
招聘会等你来
本报2月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 农历

蛇年即将到来， 新工作也在招手， 先是
“招聘黄金周”， 随之“新春招聘月”。 与往
年一样， 省会长沙各大人才市场纷纷摩拳
擦掌， 为求职者和用人单位准备了一场场
盛宴般的新春招聘会， 从2月17日 （正月初
八） 起密集推出。

2月17日至2月23日 （农历正月初八
至正月十四） ， 湖南人才市场交流大厅
（长沙市湘府中路168号） 将举办湖南才
市风云企业2013年新春专场联合招聘周
活动。 （下转4版①）

发扬好传统 再创新业绩
周强在国防科大、省消防总队看望慰问官兵

用制度管住“舌尖上的冲动”

上图： 2月4日， 辰溪县公安
局青年志愿者与白岩小学的留
守儿童、 特困学生一起包饺子过
小年。

米承实 孙海波 摄影报道

右图：2月4日，社区义工在团
圆宴上和留守儿童聊天。当天，长
沙市雨花区圭塘街道开展 “邻里
一家亲 同过团圆年”活动，义工
们慰问空巢、 孤寡老人和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送去新春的祝福。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舒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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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团圆年

“四化两型”坚强保障
———5年来我省组织工作发展综述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边远乡镇迎来现代金融
地沟油，不守法餐饮
企业是“首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