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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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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9日讯（记者 田甜）春雨
如烟，绿意萌发。正是植树好时节。今
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省
政协主席陈求发等省领导来到长沙大
河西先导区洋湖湿地公园， 与当地干
部群众一道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今年我省义务植树的主题是“全
民植树造林， 建设绿色湖南”。 濛濛
细雨中， 省领导们披着雨衣， 穿着雨
靴， 踏着泥泞， 来到植树地点， 加入
义务植树的队伍。 徐守盛忙着挥锹铲
土， 连雨衣破了都没顾得上， 很快一
棵桂花树就种好了。 徐守盛直起身
子， 望着种好的桂花树说： “森林是
地球之肺， 具有净化空气、 涵养水源
等多种生态功能。 我们要认真做好植
树造林工作， 一起建设好绿色湖南。”

领导们有的拿锄头， 有的拿铁
锹， 有的扶树苗， 忙得不亦乐乎。 黄
建国、 陈润儿、 陈肇雄、 许又声、 李
有新、 孙建国、 易炼红、 张文雄、 黄

跃进、 徐明华、 韩永文、 李友志、 盛
茂林、 许云昭、 戴焕、 陈长寿、 姜英
宇等省领导分工协作， 三五个人一
组， 一片黄土地很快就绿色葱茏。

徐守盛一连种下了5棵桂花树，
他擦了擦额头上的雨水， 看着生机勃
勃的树苗， 高兴地说： “今天多种一
棵树， 明天多添一分绿。 绿色湖南需
要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按国家规定， 每个人都有植树的义
务。 如果年满18岁的公民都能按规定
履行好义务， 绿色湖南建设一定能更
好更快地完成。”

洋湖湿地公园是我国中南地区最
大的城市湿地公园。 徐守盛随后考察
了洋湖湿地公园的建设情况， 他叮嘱
相关负责人， 要做好洋湖湿地公园的
规划工作， 实现生态与旅游的良好结
合。

经过紧张的劳动， 大家一共种下
了200多棵树。

本报3月19日讯 （记者 李勇 周
小雷 ） 3月18日至19日， 全省市州、
县市区政协主席和新任省政协委员在
省委党校进行集中培训。 省政协主席
陈求发要求， 全省广大政协工作者和
政协委员要珍惜荣誉， 牢记使命， 勤
学善谋， 忠实履职， 以实际行动为人
民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省政协领导许云昭、 武吉海、 刘
晓、 魏文彬、 谭仲池、 杨维刚、 张大
方、 欧阳斌、 童名谦、 赖明勇出席。

培训期间， 全国政协、 省政协、
省委统战部、 省发改委相关人士进
行了有针对性的授课。 课程安排涵
盖了人民政协基础理论和履职实践、
日常工作、 统战工作、 经济社会发
展情况等各方面。 学员们还作了交
流发言。

陈求发说， 各级政协委员要增强

履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努力加强学
习， 做到学以致用、 用有所成。 要落
实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关于“三个拒
绝” 的新要求， 切实发挥好政协委员
在本职工作中的带头作用、 政协工作
中的主体作用、 界别群众中的代表作
用。 要襟怀坦荡， 严格要求， 自觉接
受所在界别、 人民群众和新闻媒体的
监督， 用实际行动维护政协委员和人
民政协的良好形象。 各级政协组织必
须坚持“准确定好位、 履职不缺位、
尽职不越位、 工作做到位”， 切实转
变观念， 以一线的理念、 一线的要
求、 一线的状态、 一线的作为， 把人
民政协优势体现好， 把政治协商、 民
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履行好。

陈求发要求， 进一步明确任务，
细化责任， 强化督办与考核， 认真抓
好今年工作的落实。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
李建华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委员、 常

委、 书记； 张毅同志不再担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
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青海省委
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骆惠宁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强卫同志不再

担任青海省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本报3月19日讯 （沈彦） 日前，
省委、 省政府在京与交通部、 工信
部、 民航总局、 国家开发银行、 中
航工业、 中核集团、 中国五矿、 国
家电网等部委和央企分别会谈， 就
进一步加强合作进行深入交流。 全
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开发银行行长
陈元，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
等出席会谈。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会谈。
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家开发银

行行长陈元说， 湖南是与国家开发
银行合作最好、 最深入的省份之一。
希望与湖南在推进新型工业化、 新
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建设中继续
深化合作， 创新模式， 为湖南发展
作出新的贡献。 双方就扩大融资规
模、 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签订了合
作协议。

交通部部长杨传堂表示， 近几
年来， 湖南交通运输事业的迅速发

展， 有力地促进了城乡面貌改变，
推动了经济发展， 提高了老百姓生
活水平。 交通运输部将进一步加大
支持力度， 共同推进湖南交通运输
事业大发展。

工信部部长苗圩说， 工信部将
深化与湖南在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
大科技专项、 矿产资源有效利用等
方面的合作， 为湖南的“十二五”
发展提供更有力支持。

民航总局局长李家祥说， 民航
总局将在机场扩建、 航班航线拓展、
航空公司入湘等方面， 全方位支持
湖南发展。

中航工业董事长林左鸣说，湖南
在航空发动机技术研发等方面具有
优势。中航工业希望与湖南在传动技
术攻关、航空科研机构设立、新材料
运用等方面开展更广泛的合作。

中核集团董事长孙勤表示， 目
前中核集团在湘单位发展良好。 今
后将继续支持湖南能源事业发展，

搞好新能源开发利用。
中国五矿集团总裁周中枢说，

感谢湖南省对中国五矿的大力支持。
今后， 将以湖南有色控股为依托，
加快在湘的产业整合、 结构调整和
创新发展步伐， 推动湖南有色行业
跨越发展。

国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帅军庆
说， 湖南的电网建设工作力度大，
成效好。 今后电网公司将在特高压
入湘、 农网改造、 缓解迎峰压力、
核电项目建设等方面， 加大对湖南
的支持。

周强感谢各部委、 央企长期以
来对湖南的大力支持， 对各部委为
国家和地方发展所作的贡献表示由
衷的钦佩， 对央企在发展经营中取
得的良好业绩表示祝贺。 他说， 长
期以来， 湖南全力落实部委支持的
各类事项， 认真推进与央企的各项
合作， 在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
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 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希望各部委、 央企在今后
的工作中给予湖南更多的支持， 进
一步加强指导和交流， 不断深化合
作， 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

徐守盛说， 近年来， 湖南坚持
科学发展， 把握“稳中求进” 的总
基调， 持续推进转方式、 调结构，
经济社会保持又好又快的发展势头。
今后， 湖南将在十八大精神指引下，
坚持“底线思维”、 问题意识， 握紧
拳头保发展重点， 集中力量办民生
大事， 促进经济总量、 运行质量、
人均均量“三量齐升”。 各级政府将
进一步提高行政效能， 营造良好发
展环境， 全方位、 宽领域、 多层次
推进部省合作和央企对接， 努力让
老百姓更多更公平地分享改革发展
成果。

省领导陈肇雄、 韩永文， 省政
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会谈。

推动湖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省委省政府在京与多部委、央企分别会谈

今天多种一棵树
明天多添一分绿

徐守盛陈求发等省领导参加义务植树

3月19日晚8时30分许， 株洲市上空电闪雷鸣， 突然下起了冰雹， 蚕豆大的冰粒夹杂着大雨
点落在屋檐上啪啪作响， 历时约10分钟。 朱少培 摄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中纪委对6起

典型问题进行通报
据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日前， 中央纪委对6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发出通报，
强调要进一步严明纪律， 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贯彻执行。

6起典型问题是： 琼中县财政局局长用公款宴
请个人朋友等， 被免去党内和行政职务， 由本人
上缴招待费用； 珠海金融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借召
开银企合作交流座谈会之机用公款大吃大喝， 总
经理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并免去职务， 责令参会
者自负超标费用； 白河县县委书记违规借用越野
车， 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有关责任人受到追究；
无锡市无锡新区鸿山街道组织80余名干部赴厦门
召开务虚会， 参观景区， 街道党工委书记受到撤
销党内职务处分， 并责令参会人员全额承担外出
费用； 赤壁市地税局“两节” 期间乱发物资补助，
局长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行政记过处分，相关
责任人受到追究，所发物资补助已全部清退；上饶
县清水乡前汪村利用村委会新办公场所搬迁之机，
大摆宴席，清水乡党委书记、乡长被免职处理，前汪
村党支部书记受到撤职处分。 （下转8版）

市县政协主席和新任
省政协委员集中培训

陈求发要求，以实际行动为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3月19日， 游客在游览吉首市乾州古城万溶江沿河风光。
该古城桃花掩映下的古建筑和清清河水， 构成美丽的画卷， 让
人心旷神怡。 姚方 摄

3月19日，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等在长沙洋湖湿
地公园， 与当地干部群众一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叙反对派选举“临时政府总理”
中方：应达成各方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

密集饲养的困境
———黄浦江死猪事件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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