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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段
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吴晔 ） 娄
底市委、 市政府要求全市各级
领导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勤政为
民办实事上， 把3月定为“无会
月”。 到3月19日， 市委、 市政
府没有召开一次全市性的县处
级干部会议。 记者在娄底市几
家大型酒店实地采访了解到，
政府公务接待几乎为零。

今年娄底市及早谋划， 年
初就以“两办” 名义下发了改
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实
施细则和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
张浪费的通知。 在娄底各单位
和县、 市、 区形成了接地气、
办实事、 解难题、 惠民生的浓
厚氛围。 涟源向全市908个行政
村和42个社区派驻群众工作组，
还规定每月的26、 27、 28日为
群众工作组集中工作日和无会
日， 为群众办实事。 娄星区
1066名干部参加群众工作组，
有效地搭建了为民
服务的新平台。

娄底市还根据
作风建设的实际情

况， 痛下决心， 铁腕整治， 大
力推行“治纪、 治会、 治奢”
三大举措。 娄底市通过明察暗
访， 对86名轻微违纪人员进行
了批评教育， 情节严重的10人
被诫勉谈话， 一名市直单位负
责人被免去职务。

目前， 娄底市各级各部门
牢牢把握作风建设活动主线，
主动服务发展大局， 全市上下
正在全面落实市委、 市政府提
出的六个“四年行动计划”、 三
个创建、 建整扶贫、 新农村建
设等各项工作。 在市委书记龚
武生、 市长易鹏飞的带动下，
各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及各乡
镇主要负责人纷纷深入基层蹲
点， 全市共有27500多名干部走
访群众 4.5万人次， 挂点联系
3262个村、 245个社区、 951个
企业、 578个重点工程项目， 帮
扶困难群众31600多人， 受到了
群众的广泛好评。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张斌） “希望更
多的人来保护野生动物， 关注我们身边的环
境。” 今天中午， 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宴会
厅传来一对志愿者新人的真情呼唤。 在亲人
朋友的祝福声中， 他们将婚礼收到的12万多
元礼金， 全部捐给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
会， 专项用于救助野生动物。

这对新人， 新娘叫周灿英， 新郎叫范
卓。 记者看到， 与一般婚礼不同的是， 婚礼
现场用的是绿白两种自然色调， 大幅的自然
山水、 野生动植物场景画相间其中。 范卓告

诉记者， 妻子周灿英是一名野生动植物保护
者， 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爱， 他特意请婚庆公
司精心设计安排。

据了解， 新娘周灿英在野生动物保护这
条公益之路上已行走了12年。 2008年， 周
灿英成为长沙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会长。
2011年9月， 周灿英遇到了范卓， 两人一道
奔走在野外参与公益保护行动。 今年１月，
周灿英带领协会成员和志愿者， 深入南洞庭
湖和西洞庭湖， 开展候鸟巡护工作。 夜间，
她和同事们戴着探照灯， 顶着刺骨寒风， 冒
着生命危险， 租船深入湖心。 累了， 大家就
在湖边搭起简易帐篷， 吃泡面和干粮。 这次
24小时全天候守护候鸟行动， 周灿英和同事
们坚持了一个星期。 期间， 他们共从湖区架
设的非法捕猎网上解救了12只野鸭、 1只白
天鹅。

本报评论员
办好湖南的事情， 第一要务

是抓发展， 最根本的是抓好经济
建设。

“我省发展的基础还不厚 ，
财力还不强， 要办的事很多， 必
须勤俭办一切事情， 高效推进各
项事业。” 省委书记、 省长徐守盛
在全省领导干部会议的讲话， 对
全省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提出了新
的更高标准。

成由节俭败由奢。 操持家务
如此， 治国理政更如此。

“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政
府就要过紧日子”。 基础还不厚，
财力还不强， 是湖南推进发展时
面临的 “短腿”； 加快发展， 缩短
与先进省份的差距， 是湖南科学
发展、 富民强省发展的必然要求。
这就要求各级各地在改进工作作
风中找到破解难题的答案， 真正
把每一分精力、 每一分财力都凝
聚到促发展、 惠民生上来。

勤俭办一切事情， 务实高效
推进各项事业， “着陆点” 是改
进干部队伍的工作作风。

“清风起松海 ， 正气贯重
山”。 良好的风气， 是助推社会发
展 “隐形的翅膀”， 是助推发展的
“软实力 ”。 党风 、 政风与民风 ，
向来存在着上行下效的关联。 坚
决克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严
禁铺张浪费， 树立勤俭办一切事
业的理念， 应该成为各级党委和
政府一种固化于制的风气， 一种
内化于心的理念， 以过硬的作风

推动发展， 取信于民。
改进作风是一项长期而艰巨

的任务。 要防止上严下松， 时紧
时松， 做到上有标杆、 下有行动，
看得到变化， 见得到实效。 只有
将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
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省委九项
规定的各项要求， 变成落实于每
一项工作、 每一个环节中的自觉
行动， 才有可能握紧拳头保发展
重点， 集中力量办民生大事， 尽
力而为、 量力而行， 把当前最紧
要的事， 把百姓迫切希望办的事 ,
把事关长远发展的事办好、 办实、
办到位， 为各项改革发展赢得源
源不竭的发展动力。

务实高效是干工作的最高境
界， 是最大的节俭。

一级带着一级干 ， 一级做好
一级看， 树起 “从我做起” 的榜
样力量， 营造 “讲实话、 干实事、
敢作为、 敢担当、 言必行、 行必
果” 的正气、 风气， 积聚起上下
同心、 攻坚克难， 推动湖南科学
发展的正能量。

务实高效推进各项事业 ， 前
提是各项工作执行到位、 服务到
位、 责任到位， 不断增强党员干
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处置突发事件
的能力 、 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
推动和谐发展的能力、 整合各方
面资源的能力， 以及调动各方面
力量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能力， 真
正让人民群众从改革发展中得到
更多实惠。 惟此， 就能创造无愧
于党、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时代
的业绩。

跳出会海
奔基层

3月24日晚， 由省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 “雅韵三湘·舞台经典” 中外优秀舞台艺术演出专场活动在湖南大
剧院启动， 由河南省话剧院创演的大型史诗话剧 《红旗渠》 拉开活动序幕。 该剧以恢弘的气势、 全景式的叙述
方式， 展现了县委书记杨贵带领林县人民修建红旗渠的艰难历程。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话剧《红旗渠》
在长沙演出 详见2版>>>

一对新人捐出结婚礼金
12万多元

专项用于救助野生动物

勤俭节约 务实高效
———四论积聚推动湖南科学发展正能量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蒋睿） 今天， 韶山迎来了

“火车向着韶山跑” 的首趟旅游专
列。 乘专列而来的四川籍690名游
客，一个个精神抖擞，满脸微笑。

为了开通直达韶山的旅游专
列， 湘潭市旅游局做了大量工作。
据了解， 除了争取铁道部门的支
持， 在今年2月28日还邀请了全国
各地共98家旅行社的负责人来到

湘潭对各个旅游景点进行实地考
察， 并达成了开设专列的多个协
议。

截至目前， 已在东北、 中原、
西部和华东等地区落实“火车向
着韶山跑” 旅游专列12趟， 每趟
人数在600到1000之间。 据预测，
到今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之际， 将至少有20趟专列从
祖国四面八方朝韶山奔驰而来。

“火车向着韶山跑”
首趟专列开来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彭会）昨天，岳阳
县民政、农业、畜牧水产、电力等部
门近200名干部， 分成8组赶赴因
暴风雨、冰雹受灾的乡镇，指导生
产自救，将第一批救灾物资送到灾
民手中，紧急安置灾民3000余人。

前天下午 ,� 岳阳县遭受特大
暴风雨和冰雹袭击。 全县有19个
乡镇10万余人受灾， 房屋损坏户
数1990户； 农作物受灾面积6500
公顷， 累计直接经济损失1.76亿

元。 灾情发生后，该县发动各乡镇
干部下到村组，将受灾村民集中安
置在村部小学等地；组织群众户帮
户、组帮组、邻里相帮，开展生产自
救。 县农业局24名联点干部，分赴
受灾严重的柏祥镇、公田镇、杨林
乡等8个乡镇的田间地头， 为受损
的早稻育秧重新盖膜、补种。 县电
力局9个组120名突击队员展开电
力抢修。县民政局已发放救灾大米
8吨、油200壶、棉被200床、救灾帐
篷80顶。

岳阳县3000灾民
得到妥善安置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马晶 ） 记者今天
获悉， 邵阳市2012年对20家小企
业实行了政策性关闭。

这些被关闭的企业包括邵阳
市电池厂、 邵阳市圆珠笔厂等，
分布在双清、 大祥、 北塔、 新邵、
隆回等地， 涵盖化工、 造纸、 建
材、 矿产、 食品等多个行业。 为

加快推进节能减排、 淘汰落后产
能、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
级， 从去年初起， 邵阳对这些存
在高能耗、 重污染及产能过剩、
安全隐患突出、 布局不合理等问
题的企业启动行政性关闭程序。

目前，20家小企业已全部关
闭，其主体设备、生产线均已拆除，
为邵阳新上高新项目腾出了空间。

邵阳关闭20家
高能耗重污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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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月 24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皮康明 ） 3月
中旬召开的岳阳市人口计生工
作会， 重奖了综合治理等先进
单位和个人； 对后进单位和个
人予以通报批评并处罚。 正是
有了这种严格的奖惩制度， 该
市计生工作风生水起， 在去年
全省人口计生13个单项业务评
比中有11项获评先进， 综合业
务评比位列全省第一。

去年来， 岳阳市建立健全
报实抓实的人口计生工作机
制， 获评“全省第二届人口计
生创新奖”。 他们成立暗访调
查组， 不定期、 不打招呼进村
入户调查， 年初对查出问题多
的4个乡镇进行“预否决”。 将
符合政策生育率等考核指标情
况， 每月通报一次； 对违法行
政等， 每季度通报一次， 通报
批评了17个单位。 节育手术率
先实行“实名销号” 制度， 被
全省推广。 在全省首创将“两
非 ” 整治任务纳入年初县
（市） 区长向市长递交的责任
状， 全年共查处“两非” 典型

案件47例。 社会抚养费征收标
准和结果公示， 全市征收1.85
亿元。

该市强力实施“生育关
怀” 工程， 优化服务质量。 市
政府将保健费由每月人均5元
提高到10元； 全力推出为独
生子女家庭在征地拆迁和其
他补偿中落实增加一人份额
政策、 对计划生育手术并发
症对象落实扶助和治疗、 为
新婚夫妇推行免费优生检查
（全省唯一全面覆盖市） 等措
施。 2012年共向计生家庭发
放各种利益导向资金2000多
万元， 惠及近100万个计生家
庭。

该市计生委大力整肃队伍
和作风。 每月民主投票产生2
个先进科室； 每季组织统计、
服务、 法规等业务工作人员进
行培训； 年中组织对全市人口
计生系统所有工作人员进行业
务统考， 结果通报全市， 去年
对考试不及格的137人“待岗
充电” 3个月； 年末， 严格兑
现奖惩制度。

计生评比
冠全省

岳阳13个单项业务有11项
获评全省先进

娄底各级干部集中精力为民
办实事解难题

众志成城抗天灾

中非叛军占领总统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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