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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1日讯（记者 夏似飞 田
甜）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徐守盛在省老
干部活动中心召开现场办公会， 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站在讲政治的高度，
以“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感恩之心，以
满腔热情、深厚感情和创新精神，全面
做好老干部工作。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杜家毫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和老同志孙金龙、熊清泉、
刘夫生、王克英、郭开朗、易炼红、沈瑞
庭、刘玉娥、朱东阳、罗海藩、高锦屏、
范多富、游碧竹、王汀明、齐振瑛、詹顺
初、顾荣琪出席。

我省现有78.5万名离退休干部，其
中离休干部1.8万人， 退休干部76.7万
人。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近
年来全省老干部工作在改革创新中不
断取得新进步、新成效，得到了各方面
的一致好评。 上午，徐守盛、杜家毫一
行专程考察了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二期
工程建设情况， 现场研究解决工程建
设中的具体问题， 并听取了全省老干

部工作情况汇报。
徐守盛说， 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二

期工程建设， 是一件尊老敬老惠老的
好事、实事，我们一定要带着责任、带
着感情，扎实推进工程后续建设，确保
好事办好，实事抓实。 要突出功能布局
的统筹性、科学性；突出以人为本、以
服务老干部为本； 突出把好工程质量
关；突出加强协调配合，力争使二期工
程如期按质建成投用， 使其真正成为
满足老同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场
所，成为联系老干部、凝聚老干部、关
心老干部的重要载体和平台。

徐守盛对全省广大老干部、 老同
志为湖南改革、 建设和发展作出的重
要历史贡献表示感谢。 他说，湖南的事
业是在一届又一届领导班子， 一代又
一代湖南人的接力奋斗中不断发展进
步的。 正是得益于老一辈打下的坚实
基础， 今天的湖南才得以形成良好发
展局面。 抚今追昔，饮水思源。 对老干
部、老同志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我们

永远不会忘记，始终深怀敬意。 湖南当
前正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第
十次党代会精神， 集中精力抓经济建
设，坚持实干兴湘，切实改进作风，扎
实做好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干部、老
同志一如既往给予支持、进行监督。

徐守盛强调，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重要力量，是党执政的重要政治资源。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进
一步把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关于老干
部工作的方针政策和部署要求落到实
处， 努力做到让党放心、 让老干部满
意。 要进一步加强老干部思想政治建
设和党支部建设， 落实好老干部的政
治待遇和生活待遇； 要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对老干部的服务， 多为老干部提
供多样化、个性化、亲情化的服务；要
进一步建立健全帮扶老干部的长效机
制，为老干部多办实事，多做好事，多
解难事； 要在让老干部保重身体的前

提下， 积极为老干部发挥余热创造条
件，搭建平台；要鼓励和引导广大老干
部通过网络等平台，多做凝心聚力、促
进和谐的工作， 共同维护湖南的安定
团结和整体形象。 要把老干部工作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共同营造全社会
关心关爱老干部、 支持老干部工作的
良好氛围。

杜家毫指出， 老干部是党和国家
的宝贵财富， 为湖南的发展倾注了大
量心血。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老干部工作的
一系列重要精神， 真心诚意为老干部
更好的学习和生活创造良好条件，让
老同志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我们要立
足历届省委、省政府奠定的良好基础，
与时俱进地做好老干部工作。 要认真
听取老干部的意见和建议， 从老干部
实际需要出发， 科学合理地规划省老
干活动中心二期工程，完善内部功能，
尽可能满足老干部学习、健身、交流的
需求，建成满意工程。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左
丹 胡宇芬） 记者今天从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获悉， 由该中心
和海南水稻所、 国家南繁办等单
位组成的专家验收组， 近日在海
南三亚对隆平种业攻关品种“深
08S/R1813” 现场测产， 结果显
示实收亩产为944公斤。 “这标

志我国超级杂交稻大面积亩产
1000公斤攻关首战告捷。” 袁隆
平院士获悉这一消息后非常高兴，
他在第一时间将喜讯电告该品种
选育专家廖翠猛， 并满怀信心地
告诉记者， 如期完成我国超级杂
交稻大面积亩产1000公斤攻关，
胜算把握很大。 （下转9版①）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冒蕞
贺佳）记者从今天下午召开的省政府
常务会上获悉，我省第一轮特色县域
经济重点县评选结果出炉， 祁阳县、
醴陵市、新化县等9县（市）榜上有名。

今年1月31日，《湖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强县
的意见》下发。《意见》指出，每年重
点扶持3个特色产业， 每个特色产
业每年扶持3个特色县域经济重
点县（下称重点县），对每个重点县

滚动扶持3年； 省财政每年对每个
重点县的资金支持不低于1亿元，
3年累计支持不低于3亿元。 扶持
政策暂定实施3轮。

今年一季度，省政府组织开展
第一轮（2013年-2015年）重点县
评选有关工作。 经研究论证，确定
第一轮扶持产业为农副产品加工
业、特色制造业、文化旅游业，并出
台了相关评选方案及评分细则。

（下转9版④）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今天下午，代省长杜家毫主
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部署
特色县域经济发展、 港洽周筹备、
2013年全省绩效评估、 省政府立
法等工作。

会议听取了发展特色县域经
济强县第一轮重点县评选相关工
作的汇报。 祁阳县、湘潭县、宁乡
县、醴陵市、永兴县、汨罗市、新化
县、凤凰县、新宁县被评选为第一
轮重点县。会议指出，当前，湖南县
域经济发展不优、不强的问题客观
存在，要通过评比和扶持，保护好、
调动好全省各县发展县域经济的
积极性，促进发挥优势，抓住有利
时机，做大做强县域经济；要坚持
精细化管理，加强目标考核，集中
精力抓好第一轮扶持工作。相关部
门要按照资金筹措整合的方案，抓
紧落实下拨， 抓好项目的实施，加
强协调指导，调动上、下两个积极

性；要加强对扶持资金使用情况的
评估，充分发挥扶持资金的引导作
用， 更好地调动社会资金的力量；
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促进县域
经济发展。

“2013年湖南（香港）投资贸
易洽谈周” 将于6月17日在香港开
幕。 会议指出，举办好“港洽周”活
动，关键要在“深入”和“实效”上下
功夫。 既要维护好传统领域，又要
深入新的领域，寻求新突破；不能
简单追求数量、规模，力求在实效
上取得新进展。要发挥本土企业的
作用，在“引进来”的同时，加快“走
出去”步伐，展示湖南发展优势。要
注重发挥好宣传平台作用，通过港
澳媒体更好地宣传、推介湖南。 要
把前期工作做细、做实，力求取得
更加丰硕的成果。

会议原则通过了《2013年全省绩
效评估实施方案》和《湖南省人民政府
2013年立法计划》。 （下转9版②）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
琎）第八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
会20日落下帷幕。 湖南代表团组委
会今天发布数据：大会期间，我省
现场引进外资8.72亿美元， 外贸成
交金额4365万美元，内贸成交金额
400万元。

围绕“持续转型、协调发展、促
进崛起”主题，中部6省在本届中博
会上集中展示整体形象，招商项目
对接洽谈会、综合展、专题展等各
类展览展示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客
商3.6万余人参加。大会共发布招商
项目5850个，达成初步合作意向项
目119个，涉及投资总额628亿元人
民币。

我省在展馆展厅中充分展示
了“四化两型”建设的最新成果。 位
于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湖南展区，
通过1300平方米的布展，全面展示
了长株潭、大湘南、大湘西、环洞庭
湖4大板块的发展潜力， 重点推介
了工程机械、汽车制造、轨道交通、
新能源等优势产业。 南车株洲、广
汽菲亚特等龙头企业打响了品牌，
茶叶、食品等湖南特色产品赢得了
口碑。

积极对接项目， 收获累累硕
果。 大会期间，我省共发布项目396
个，涉及投资额1600亿美元。 现场
对接意向项目7个， 总投资额40亿
元人民币。 协议签约项目共9个，总
投资额8.78亿美元， 引进外资8.72
亿美元。

（下转9版⑦）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冒蕞
张斌 通讯员 李昂） 今天上午，十
一届省政协第2次常委会议在长沙
闭幕。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强调，全
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
要围绕确保2020年以前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这个“湖南梦”，把“忠实
履职、奉献湖南”作为使命和追求，
奋发进取，扎实工作，为推动我省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新的
贡献。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
开朗出席并作有关人事事项说明，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出席
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主持
会议，省政协副主席王晓琴、杨维
刚、欧阳斌、童名谦、赖明勇出席。

会议通过了政协湖南省委员
会常务委员会工作规则（修正案）；

关于优化政务环境，促进转型发展
向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建
议案（草案）；湖南省政协主席会议
成员联系驻湘全国政协委员、省政
协常委，常委联系委员办法（试行）
（草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关于重
点提案办理工作试行办法（草案）。

陈求发指出，政协工作在我省
全局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为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献计
出力，形成了推动科学发展的强大
合力，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
独特的作用。 在本届政协开局之
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
委员要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
做到履行职能更为主动，坚持“准
确定好位、履职不缺位、尽职不越
位、工作做到位”，推动政协工作不
断取得新业绩； （下转9版③）

禹振华

通过历时近3年的水利普查，
我省首次摸清了全省水利 “家
底”。

俗话说，摸清家底好当家。 摸
清全省水利 “家底 ”，关系到为全
省水利建设和调控提供准确 、全
面、真实的信息支持，其成果将惠
及三湘大地，是件大好事。

摸清这个 “家底 ”殊为不易 。
粗略看下20日公布的各项数据，就
令人眼花缭乱， 仔细读几遍更是
头昏脑涨。 现成的数据摆在眼前
尚且如此， 一项项数据都要现场

调研、整理统计、认真比对，其难度
可想而知。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水利部门
的分内事。其实，做好分内事，干好
本职工作，看起来简单，一以贯之
持之以恒做上近3年却不易。 我省
的“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需要
的就是每个人坚守职业精神，把分
内事做实做好。

“家底”摸清了，情况还不容乐
观。 全省有防洪任务的河段中，已
治理的只占23.5%， 其中治理达标
的仅占9.4%。 下一步，需要水利部
门的同志， 继续做好做实分内事，
当好水利这个“家”。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经各地和广大群众推荐，省推荐申报
全国道德模范活动评选委员会认真
评审，湖南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暨
省道德模范候选人今天产生。

湖南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

人共评选出10名（公示见2版）。 根据《湖
南省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实施办法》规定，
10名我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
当中，除赵在和、李国武、马恭志等3位我
省往届道德模范外，其余7位将同时认定
为我省第四届道德模范候选人。此外，桑

植县两河口乡潭口村村支书彭发家、株
洲市二医院护士何瑶、隆回县退休公务
员刘启后、新晃侗族自治县邮政局步头
降支局乡邮递员杨国荣、祁东县教育局
体卫艺股股长周延华等入选第四届省
道德模范候选人。 （下转9版⑤）

本报5月2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省卫生厅今天发布消息称：鉴于我省
目前已连续20天无新发人感染H7N9
禽流感确诊病例报告，148名密切接

触者已全部解除医学观察，当前疫情
处于可控状态， 经请示省政府同意，
终止我省流感流行应急预案Ⅳ级响
应，防控工作转入常态化管理。

我省自4月27日确诊首例人感染
H7N9禽流感病例以来， 各级各部门
认真抓好各项防控措施落实，防控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 （下转9版⑥）

徐守盛在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现场办公时要求

以感恩之心和创新精神
做好老干部工作

杜家毫孙金龙出席

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攻关
初战告捷

“深08S/R1813”三亚实测亩产944公斤

杜家毫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特色县域经济
发展等工作

这个“家底”摸得好

十一届省政协
第2次常委会议闭幕

陈求发出席并讲话

首轮特色县域经济
重点县评定

祁阳湘潭宁乡醴陵永兴汨罗新化
凤凰新宁上榜

中博会湖南引进
外资8.72亿美元

下一届中博会
明年在湖北举行

连续20天无新发H7N9病例

流感应急预案Ⅳ级响应终止

本报记者 乔伊蕾 刘文韬 肖军
通讯员 郑亚邦 张晓成

怀化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副主任
张险峰， 去年12月因连日超负荷工
作，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年仅38岁。

近日，怀化市纪委、监察局作出
向张险峰同志学习的决定，并追认他
为全市“优秀纪检监察干部”；怀化市
直机关工委追认他为“市直机关优秀
共产党员”。

“我们搞纪检工作的就
像啄木鸟，专门清理国家的
害虫”

纪委案件审理室是把握案件定
性的重要关口，直接影响着“判决”的
轻重。

沅陵县纪委原常委田清辉对7年
前的一件事记忆犹新。 当时， 一名曾
因挪用公款被处理的人员向县纪委提

出案件复审， 其原因在于他的一个老
乡最近刚调到省城任职， 希望借着老
乡的“旗号” 案件复审后“从轻发
落”。

案件交到了时任县纪委案件审
理室主任张险峰的手上。 那名被处
理人员多次找到他并承诺： 只要肯
帮忙， 不但重金酬谢， 还会向在省
城任职的老乡引荐。 他的老乡也给
张险峰打来电话， 委婉地提出“慎
重” 审理。 （下转4版）

武陵山下写赤诚
———追记怀化市纪委案件审理室原副主任张险峰

湖南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
暨省道德模范候选人出炉

湘江源头从大山深处走来， 在野狗岭形成一个壮观的瀑布， 然后向远处奔涌而去。
本报记者 张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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