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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4日讯 （记者夏似飞） 今
天上午，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守盛与省委督办专员及省委相关
部门负责同志进行座谈， 专题研究督
查工作。 他强调， 要紧紧围绕经济建
设这个中心、 着眼解决问题开展督
查， 把全省上下的注意力和精力进一
步集中到抓发展上来， 集中到抓好省
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署落实上来。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黄建国，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参
加座谈。

徐守盛指出， 督查是推进工作落
实、 实现决策目标的重要手段。 牢牢
把握发展第一要务， 坚持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不动摇， 加快湖南科学发展，
是全省当前最大的政治、 最大的大
局。 督查工作要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

个中心来谋划和开展。 要着重围绕重
大项目建设、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深
化改革开放、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四
大区域板块协调发展、 两型社会建设
等事关湖南经济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
加强督促检查。 要善于抓重点、 破难
题、 补短板， 找准重点工作、 重点领
域、 重点环节的关键问题， 根据不同
时间段的经济运行特点开展有针对性
的督查， 牢牢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
权， 推动全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确
保顺利实现年初确定的目标任务。

“如果大家都只唱赞歌， 你好我
好大家好， 谁来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
题？ 谁来破解发展瓶颈制约？ 谁来真
正对未来、 对老百姓负责？” 徐守盛
强调， 发现问题、 推动解决问题是督
查工作的根本任务。 督查工作要有强

烈的问题意识、 忧患意识， 善于发现
问题、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一方
面， 要有发现问题的能力； 另一方
面， 要针对发现的问题， 坚持从实际
出发， 分析原因， 找到症结， 逐项逐
条提出解决问题的管用举措。 督查工
作既要充分运用传统有效的方式方
法， 又要大胆创新手段， 不能“穿旧
鞋走老路”， 要更加重视拓展督查领
域， 更加重视暗查暗访， 更加重视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的运用， 更加重视基
层和群众意见， 不断提高督查工作的
真实性、 针对性、 实效性和公信力。
要不断完善督查工作机制， 整合督查
工作力量， 推动督查工作的长效化、
制度化和规范化。

徐守盛要求， 进一步深入开展
“转作风、 解难题、 抓关键、 见实效”

专项活动。 要对前一段活动开展情况
进行认真梳理， 针对调研督查发现的
问题拿出有效对策和措施， 认真地逐
一解决， 确保不走过场， 见到实效；
要明确工作责任， 加强跟踪服务， 进
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力度， 对落实不到
位的部门和责任人要进行严格问责；
要把专项活动与即将开展的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活动结合起来， 进一步丰富
活动内涵， 搭建活动平台， 创新活动
载体， 在做好群众工作中进一步提高
活动实效。

徐守盛要求， 全省各级党委、 政
府一定要站在全局发展的高度来认识
督查工作， 重视督查工作， 强化督查
工作领导责任制， 加强督查工作队伍
建设， 为督查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和环
境。

今天是第42个世界环境日。
我国确定的主题是“同呼吸、共奋
斗”，倡导在同一片蓝天下生活、工
作的每一个公民，树立环境保护理
念，履行环境保护责任，从自己做
起，从现在做起，建设美丽中国，努
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湖南响应世界环境日中国主
题，就是要全民动员，凝聚共识，共
建共享美丽富饶湖南。美丽富饶湖
南是美丽中国的湖南图景，是承载
“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的
“湖南梦”。 美丽富饶湖南，既有金
山银山，又有绿水青山；既有经济
繁荣，又有生态良好，更有人民幸
福。 建设美丽富饶湖南，是全省人
民的殷殷期望、奋斗愿景，需要全
省上下同心同向、同步同行。

———促进共识、共建、共享相
结合。 建设美丽富饶湖南，共识是
基础，共建是保障，共享是目的。没
有共识，就没有共建；没有共建，就
没有共享。要通过加强环境宣传教
育，倡导生态文明理念，普及环境
保护知识，把全社会对环境污染的
高度关注、对美好环境的热切向往
转化为保护环境的广泛共识。“一
打纲领不如一个实际行动。 ”美丽
富饶湖南等不来、喊不来，唯有干
出来。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家庭、每
一个单位都应各尽其责、 各尽其
能、各尽其力，从我做起、从身边小
事做起，自觉养成节约资源、保护
环境的良好习惯，自觉成为美丽富

饶湖南的宣传者、建设者、推动者。
建设美丽富饶湖南，根本目的就在
促进民生改善、人民幸福、社会和
谐。要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
出环境问题，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
力，提高生态服务功能，让人民群
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清洁的空
气、吃上放心的食物，让人民群众
更多更公平地享受美丽富饶湖南
建设的丰硕成果。

———促进经济、社会、生态效
益相统一。 当前，湖南正处在快速
发展的上升期、黄金期，但发展不
充分、不全面、不协调、不持续的问
题仍然突出。 去年全省人均GDP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近5000元，城乡居
民收入分别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264元和477元，122个县市区中全
面小康实现程度在75%以下的有
44个，7174万人口中还有767万农
村人口年均纯收入低于国家贫困
标准。发展始终是第一要务，离开发
展一切都无从谈起。 面向经济建设
主战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
谋发展，大力推进“四化两型”、“四
个湖南”建设，着力推动转型发展、
创新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绿色可持
续发展、和谐安全发展，促进经济总
量、 人均均量和运行质量“三量齐
升”，始终是我们最紧迫、最突出的
中心任务。 山清水秀的同时贫穷落
后不行，殷实小康之后环境退化更
不行。 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 （下转4版）

禹振华

吉林宝源丰禽业公司一场大
火，已造成119人遇难，70人受伤。

起火原因尚在调查之中，可不
管是天灾还是人祸，120条鲜活生
命的逝去，肯定不是这场大火必然
的惨状。

据幸存者说，事故车间仅有一
个侧门打开， 其他出入口均被锁
上。 这让人出离愤怒，1994年的克
拉玛依大火，8个安全门只有1个开
着；2000年的洛阳大火， 楼道四周
安全门全部封闭……现在又冒出
个吉林大火。

为何总有打不开的生命之门？
幸存者口中打不开的是显性之

门，可能因为大火中的惊慌失措并不
一定完全属实。 但隐形之门关闭着，
却是确凿事实———逃生出来的多为
老员工，只因为熟悉厂房环境。 这就
说明，企业方连让员工熟悉消防通道
这样的过场都没走过，竟然也通过了
相关监管方的消防安全检查！

还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造成重
大伤亡的生产安全事故，往往发生
在矿山等工矿领域，而此次已造成
120人遇难的大火， 却发生在一家
农业产业化企业。

安全事故变化的新问题， 敲响
了警钟：集约化大生产，在提高生产
效率的同时， 也带来风险几何级的
累积。如果风险意识、管理水平没有
相应提升，必然埋下巨大的隐患。

本报6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
5月份以来， 蔬菜价格开始季节性
回落，据省商务厅监测，蔬菜价格
至今已是连续五周下降。随着禽流
感疫情影响的逐渐消退，禽类产品
重新登上市民餐桌，萧条了多时的
肉禽类市场渐渐回暖，活鸡价格逐
渐回升。

据省商务厅生活必需品市场
监测系统对上周（5月29日至6月4
日） 我省86种主要食用农产品监
测，与前一周比（下同），蔬菜批发
价格普遍下降。 上周，蔬菜批发均

价3.6元/公斤，下降3.74%，五周累
计下降 0.78元 /公斤 ， 降幅为
17.81%。 监测的18个品种中，上周
批发价格14降3涨1持平， 跌幅较
大的是油菜、黄瓜、茄子、西红柿、
豆角和辣椒。

端午节即将来临，肉类需求还
将有所增加，猪肉价格趋稳，预计
未来价格稳中略涨。禽类消费逐步
恢复正常， 批零价格小幅波动，上
周， 白条鸡批发均价17.11元/公
斤，下降0.98%；活鸡批发均价14.6
元/公斤，上涨1.32%。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今年高考，湖南的考
生们可能要在大雨中考试了。省气
象台预计，6日起，全省自北向南有
一次较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强降
雨集中在7日至8日，不过气温起伏
不大。

高考临近， 强降雨也在酝酿。
据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叶成志介
绍，5日，省内云系增多，湘西、湘南
傍晚开始有阵雨或雷阵雨；6日至
9日， 受高空低槽及中低层切变共
同影响，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较明

显的降水天气过程，局部地区将伴
有雷暴、 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
其中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7日至
8日。

强降雨正值高考期间， 气象专
家提醒， 近期湖南没有明显的冷空
气的活动，在持续阴雨天气中，气温
起伏不大。考生们要小心感冒着凉，
同时注重自我调节， 适当开展一些
简单的有氧运动， 保持生活的规律
性，减少焦虑紧张情绪。省气象局表
示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演变， 及时
滚动发布最新预报预警信息。

本报记者 陈薇

20世纪的中国文艺界， 群星璀
璨，大师辈出。 仰望星空，黄永玉是
其中一颗耀眼的恒星， 闪耀着夺目
的光华。 2013年7月28日，由湖南美
术出版社编纂出版的《黄永玉全集》
将与公众见面。 全集14卷，美术编8
卷，文学编6卷，收录黄永玉美术作
品图片2630幅， 文学作品1200篇，
堪称目前最全面展示其艺术成果的
一套丛书。 历经3年的不懈努力，这
部巨著成为黄永玉90岁最有意义的
礼物。

一辈子“干活”的老头

喜欢把烟斗叼在嘴上的黄永
玉，一脸的笑容，一脸的故事。 他的
经历和艺术风格都具有一种特殊的

“复杂性”。
黄永玉出生在湖南常德县，祖

籍凤凰县。因家境贫苦，他12岁就外
出谋生，流落到安徽、福建山区小瓷
作坊做童工，后来辗转到上海、台湾
和香港。 16岁开始以画画、 木刻谋
生。 曾任瓷场小工、小学教员、剧团
见习美术队员、报社编辑、电影编剧
及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中国美协副
主席。

在中国画坛，黄永玉不但是“画
坛鬼才”， 同时还是少有的“多面

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
雕塑，他样样精通；除此之外，他还
设计了首轮生肖猴票、酒鬼酒瓶等，
修建了湖南凤凰的玉石山房、 北京
的“万荷堂”等各具特色的建筑。

除了在艺术上颇有成就外，他
更痴迷于文学创作， 写得一手好文
章。 这些年来， 黄永玉用自己的散
文、小说、诗歌、杂文培养了一大批
铁杆读者， 他创作了《永玉六记》、
《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
翡冷翠》等作品，其著作《比我老的
老头》还成为了2003年的畅销书。

如今， 年近九旬的黄永玉仍以
每天4000字的速度在写小说。 今年
他完成了10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无
愁河上的浪荡汉子》。 写小说的同
时， 他还坚持画画， 用他自己的话
说：“我是活干得多，真的干了不少，
态度还不错。 ”

三年编撰《全集》14卷

编撰《黄永玉全集》，湖南美术出
版社组建了堪称豪华的编委会阵容：
由著名美术理论家刘骁纯和湖南美术
出版社社长李小山担任主编， 黄永玉
儿子黄黑蛮、 资深编辑左汉中担任执
行主编，编审郭天民担任总体设计，学
者李辉担任文学编主编，还有广军、殷
双喜、徐虹、秦龙、邓平祥等共同组成
编委会。 （下转7版①）

本报6月4日讯 （记者 肖建
生） 受新股发行即将启动利空消息
影响，今天沪深股市大幅下跌，其中
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6.84点， 收于
2272.42点，下跌幅度为1.17%，成交
923.8亿元， 下跌股票826只， 上涨
126只，平盘42只；深圳成份指数下
跌126.97点，收于9124.27点，下跌
幅度为1.37%， 成交1072.4亿元，下
跌的股票为1286只，上涨216只，平
盘73只。

今天湘股表现总体不佳，71
只股票除4只停牌未交易之外，共
有57只下跌，只有10只股票上涨，
其中上涨幅度最大的有永清环
保、湖南发展、ST天一、博云新材
等，涨幅在3%以上。永清环保涨幅
最大，上涨6.39%。 下跌幅度最大
有金瑞科技、 凯美特气、 三诺生
物，下跌幅度均在5%以上。

记者今天在证券公司采访，
看到股民情绪有些恐慌， 主要是
担心新股大规模发行， 以及解禁
股的大量流通， 会增加股市的资
金压力，导致股指向下运行。 其中
多数股民认为， 如果新股发行重
新启动， 股指大幅度下跌是不可
避免的，从走势看，不仅2200点有
可能跌破， 甚至2100点也不一定
能够有多大的支撑， 股指下半年
回归2000点也没有多大的悬念。

不过也有一些股民对后市抱
乐观态度， 认为前期涨幅比较大
的主要是中小盘股， 特别是创业
板涨幅很大， 而主板市场的大盘
股基本上没有什么涨幅， 要继续
大幅下跌的可能性很小。 如果下
跌， 主要是创业板应该有比较大
的跌幅，因为创业板指数从585.44
点开始上涨，最高点达到1091.25

点，差不多翻了一倍，有的股票翻
了两倍还不止， 今天虽然下跌
2.82%， 但依然在1022.46点的高
位，风险较大。

一些证券分析人士向记者谈
到对后市的看法， 认为后市不会
有太大的下跌空间， 其理由主要
是新股重新启动只是传言； 即使
启动， 管理层也会控制发行的节
奏，不会造成太大的资金压力。 目
前股市的走势依然保持上升的趋
势没有改变，2200点以上有很强
的支撑， 上半年跌破2200点的可
能性不大。

谈到湘股后市的走势， 一些
有经验的老股民认为， 除了中小
板、创业板的湘股涨幅较大、风险
也较大之外， 主板市场的湘股很
多涨幅都不是很大， 后市应该有
补涨的机会，可以关注。

节能技改出效益
株洲一项技改提高

上网电量3.4亿千瓦时
本报6月4日讯 （通讯员 郑理 记者 李伟

锋）节能技改出效益。记者今天从大唐株洲电厂
获悉， 截至2013年5月31日， 该厂一项电泵改
气泵的技改项目，实施近5年，累计增加上网电
量3.4亿千瓦时， 相当于为近400万株洲人每人
增加电量约85千瓦时。

地处城市中心的大唐株洲电厂一直注重依
靠科技力量，不断向内挖潜，千方百计在原有老
设备的基础上实施技改。 该企业两台机组于
2003年投产， 原来分别配有三台电动给水泵。
这种电泵耗电量非常大， 导致发电厂自身的用
电率一直居高不下。 为此，企业2008年通过项
目技改，想办法加装全容量气泵。 据专家介绍，
气泵的核心部分是小型汽轮机，与电泵相比，其
优越性是不需要耗费厂用电。 （下转7版②）

徐守盛在省委督查工作座谈会上要求

紧紧围绕中心
着眼解决问题加强督查

为同心共建
美丽富饶的湖南而努力

———纪念第42个世界环境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
省委副书记、 省人民政府省长 杜家毫

（2013年6月5日）

为何总有打不开的生命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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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芒种

三湘 快语

蔬菜价格持续下降
肉禽市场回暖，活鸡价格回升

大雨迎高考
强降雨集中在7日至8日，气温起伏不大

受新股发行即将启动利空消息影响

沪深股市大跌

数十位专家3年努力，在黄永玉90寿诞之际，全面展示其艺术成果

制图：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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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黄永玉全集》共14
卷， 美术编8卷，文
学编6卷，收录黄永
玉 美 术 作 品 图 片
2630幅， 文学作品
1200篇。

《黄永玉全集》
将闪亮登场

省级贫困村的华丽蝶变

明日下午4时开放考场

田婆婆120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