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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省两型办今天向记者透露，
5年多的两型社会建设， 湖南交出
的答卷可圈可点： 先后铺开106
项原创性改革， 同步推进十大环
保工程、 十大清洁低碳技术……
两型社会建设让湖南经济发展质
优量升， 在“天更蓝、 地更绿、
水更净” 的同时， 经济总量跨过
两万亿大关， 连续五年位居全国
十强。 三湘大地， 正实现绿色崛
起。

2007年，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
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湖南获得了绿色崛起的
“国家动力”。 五年来， 资源性产
品价格形成机制、 产业准入提升
退出机制、 排污权交易、 联合产
权交易等一系列改革在长株潭试
验区先后铺开， 激发了湖南经济
发展的内生活力。

总投资600多亿元的十大环
保工程全面启动， 湘江流域综合
治理铁腕治污， 关闭污染企业
1000多家， 湘江干支流水质明显
改善。 据环保部门的监测， 湘江
水质总体良好。

（下转2版①）

本报7月9日讯 （记者 曹娴）
7月7日， 长沙市民周先生一家来
到梅溪湖游玩， 惊喜发现环湖骑
行道边多了一个新鲜事物———7个
公共自行车租赁站点、 200辆锃
亮时尚的公共自行车。 “长沙也
有公共自行车了！” 众多市民跃跃
欲试， 等不及要在如画风景中体
验一把低碳出行。

继2011年株洲在我省首个推
出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之后， 健
康、 经济、 环保的公共自行车已
经“骑” 进了省内株洲、 常德、

岳阳、 湘潭、 郴州、 长沙6个城
市， 这些城市已建有或正在建设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据统计，
在已实施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的
株洲、 常德、 浏阳及临武4地， 共
投入自行车2.3万多辆， 办卡市民
超过22万人。 其中， 株洲市的公
共自行车使用量已超过一亿人次。
目前， 我省区县自行车租赁系统
试点示范已启动。

公交车、 出租车等大众交通
工具逐步实现绿色“升级”。

（下转2版②）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夏似飞 田
甜）今天下午，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长沙
召开。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在会上强调，加强组织领导，坚持
从严、务实的作风，高标准、高质量开
展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
央第十督导组组长李传卿出席会议。

中央第十督导组副组长孙庆聚，
省领导孙金龙、黄建国、郭开朗、许又
声、韩永文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省教育实践活动进
展情况汇报，讨论了《中共湖南省委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工
作规则》， 研究部署了下一步重点工
作。

徐守盛指出， 领导小组要深入学
习领会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 在中央
督导组的具体指导和帮助下， 准确把
握教育实践活动指导思想、 目标要求
和方法步骤，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

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上来， 确保活动沿
着正确轨道健康有序推进。 要把“照镜
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活动总
要求贯穿始终，把聚焦解决“四风”问
题贯穿始终，把整风精神贯穿始终，把
坚持领导带头示范贯穿始终， 把加强
制度建设贯穿始终。

徐守盛强调， 要以好的作风推动
教育实践活动健康开展。

一要解决突出问题， 防止“空对
空”。不空喊口号，不坐而论道。深入开
展谈心谈话，通过群众提、自己找、上
级点、互相帮，把存在的问题找出来。
进行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展积
极健康的思想斗争。 对查摆出来的问
题，制定整改任务书和时间表，实行一
把手负责制，以整改实效取信于民。

二要注重分类指导， 防止“一刀
切”。 不能简单地套用一个模子，要根
据不同领域、不同部门、不同层级的情
况，提出不同的目标要求和办法措施；

要抓住各自的主要矛盾， 什么问题突
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 要坚持基本
环节不能少、不变通，同时也要鼓励探
索创新。 要结合这一轮政府机构改革，
全面梳理部门权力，进一步理顺关系，
简政放权。

三要坚持开门搞活动，防止“封闭
式”。 紧紧依靠群众，让群众参与、群众
监督、群众评价。 要深入基层，广泛听
取党员干部群众的意见。 对群众的意
见建议，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的态度正确对待。 需要整改的，要列出
整改任务和时间表，向群众公示；整改
方案和结果，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四要推动中心工作， 防止“两张
皮”。 把开展活动与实现省第十次党代
会确定的奋斗目标结合起来， 与全省
正在开展的“转作风、解难题、抓关键、
见实效”专项活动结合起来，与保障改
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 与党员干部履
职尽责紧密结合起来， 坚持活动和工

作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把活动成
果转化为科学发展成果， 真正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

徐守盛要求， 切实加强对教育实
践活动的领导和指导。 要充分发挥领
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督导组和舆
论宣传引导的作用。 要坚持高质量抓
好教育实践活动第一环节的重点工
作，抓紧搞好动员部署，督促、指导、推
动第一批活动参加单位尽快开展工
作，按时召开动员部署会，传达学习好
中央和省委有关精神； 要精心组织学
习教育， 结合实际认真学习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一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等， 真正做到学有
所悟、学有所获、学有所得；要通过各
种形式广泛征求干部群众的意见建
议， 省委常委会及成员要带头开展好
意见建议征集工作， 切实为查找和解
决问题打好基础， 确保取得党和群众
都满意的成效。

本报记者 李传新 荆彩 徐荣
通讯员 赵雄伟

韶山的太阳出得格外早。
7月9日， 采访团到达滴水洞景区附

近的“毛泽东小道” 时， 刚过9时， 太
阳早已高高地悬挂在这条小道的上空。

“毛泽东小道” 也叫“外婆路”，
是连接韶山冲与毛泽东外婆家的一条山
势险要、 崎岖不平的山路， 总里程8公
里。

我们怀着激动与崇敬之情， 头顶烈
日， 行走在蜿蜒崎岖的“毛泽东小道”
上。 两边青山， 头顶蓝天， 阳光直射在

这条长满杂草的崎岖小道上。 我们仿佛
看到了100多年前的少年毛泽东。

毛泽东的儿童时代很长时间是在外
婆家度过的。 家住韶山冲的毛泽东， 从
小就常常随母亲往返这条崎岖山道， 直
到1910年， 17岁的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
等小学堂求学， 这是他一生中走得最多
的一条路。 毛泽东正是从这条蜿蜒崎岖
的小路走出韶山、 走向世界的。

湘乡市东山学校是我们这次采访的
第二站。 从“毛泽东小道”下来，10时30
分，采访团离开了韶山，乘大巴奔驰在宽
阔的潭邵高速公路上， 很快到达湘乡市
的东山学校。 (下转4版①)

新华网 李晶瑶 ：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东山学堂就落落

大方地展现在我的面前。 青砖白墙的校舍

气势恢宏、甬道通达，坐落在蓝天碧水间。
淡雅而不轻浮，稳重却不沉闷，一池一荷仿
佛都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息。 (下转4版②)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雷鸣） 今天， 记者从空军
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了解到，
2013年度空军招收飞行学员工作
圆满结束， 我省80名应届高中毕
业生被录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
军飞行学员，其中男生75名，女生
5名。 录取总人数居全国第三，录
取的女生人数居全国第一。

2013年度， 我省14个市州共
3000余名优秀学子报名参选空军
飞行学员。 经过3个轮次的身体检
测、心理选拔和政治考核，全省14
个市州均有收获，其中常德、邵阳
和长沙入选人数名列前三甲，分别
为12名、11名和9名。 更令人欣喜

的是，时隔5年，我省应届高中毕
业女生再次踊跃参选空军飞行学
员，且表现亮眼。 来自常德、益阳、
株洲和怀化的5名女生脱颖而出，
成为新中国第10批女性空军飞行
学员。

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负
责人表示，我省录取的飞行学员高
考总分全在一本分数线以上，理科
最高分615分， 平均分530.9分；文
科最高分604分， 平均分586.5分，
文化成绩为历年中最好的一年。

近日，空军飞行学员录取通知
书将由省教育考试院发到各市州
招办。 录取的学员须在8月5日、6
日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

禹振华

扣下“10多名学生的志愿填报
用书和动态口令卡”， 擅自把学生
的第一志愿到第五志愿全填湖南
电子科技职业学院，这是益阳市高
平迎丰校区的某班主任干下的行
径。

漠视学生的寒窗十年苦，祸及
10多 名 学 生 的 志 愿 录
取，毁掉学生的未来，这
位班主任就为了拿点招
生提成， 哪里还有半点
师德伦理？

现在 ， 有些职业学

院，办学质量不高，培养出的学生
没有市场，招不到生。 不是想方设
法提高办学质量， 而是走歪门邪
道，与一些高中班主任联手，通过
代填志愿、 改志愿之类的不法手
段，将学生“拐骗”进学校。“被录取
了”，学生如果不去，其他录取机会
却已丧失。

（下转2版③）

本报7月9日讯 （通讯员 卓星 王
亚博 记者 周小雷） 记者今天从张家
界边防检查站获悉， 截至7月8日， 该
站今年来已验放出入境人员44766人
次， 比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13%， 超过
2012年全年出入境人次总量。

今年以来， 随着张家界旅游品牌
的日益彰显以及口岸航线的不断开
拓， 大批入境人员直航来张家界观光
旅游。 尤其是4月份以来， 张家界口
岸相继开通了张家界至台北定期航
班、 张家界至高雄包机航班， 中国南

方、 台湾复兴、 台湾立荣3家航空公
司参与运营， 共执飞航班108架次，
载运出入境人员1万余人次， 分别占
到张家界口岸出入境航班和人次总量
的31%和23%。

面对出入境客流量的迅猛增长，
张家界边防检查站高度重视， 实行24
小时值班备勤制度， 精简机关人员充
实到执勤一线， 根据口岸客流量的变
化弹性安排警力， 在客流高峰时段增
开旅行团队检查通道， 缩短旅客候检
时间， 确保顺畅通关。

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以好的作风
推动教育实践活动健康开展

徐守盛主持会议并讲话 李传卿孙金龙等出席

■网媒互动

7月8日，摄影者在永顺县朗溪乡大明溪天皇洞拍摄。 大明溪山奇水秀
洞美，目前已发现具有开发价值的溶洞10多个。 刘文化 覃长文 摄影报道

三湘���快语

“老师包办志愿”要不得

高考���招生关注

招飞录取人数全国第三
共有80名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录取，

其中男生75名、女生5名

张家界口岸出入境火爆
上半年验放44766人次，超去年全年总量

本报7月9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尹婷）七月酷暑，没有最热，只有
更热。 气象预报称，10日后，全省高温
范围扩大、强度升级，湘东、湘北局部
最高气温将接近40摄氏度。

已是小暑节气， 一年中最热的
三伏天也马上要开始了。 本周六，也
就是7月13日，我们将进入“初伏”,一
直要等到8月22日伏天才会结束。 省
气象台预计， 本周受副热带高压控
制，全省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尤其
是10日后，全省高温范围扩大、强度

增强， 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达到
37摄氏度左右，湘东、湘北局部将接
近40摄氏度。

气象专家提醒相关部门，晴热高
温期间火险等级高， 请注意防范城
市、森林火灾；由于天气炎热，紫外线
强，请注意尽量减少高温期间的户外
活动，预防中暑和晒伤；加强高温期
间的水、电调度，保证供给；加强蓄水，
防御作物干旱；有孩子的家庭要加强
对孩子的教育管理，防范孩子私自下
河游泳发生安全事故。

天气还将更热
今天以后高温升级，局部将接近40摄氏度

助推绿色崛起

106项“两型”改革先后铺开

出行迈开“低碳步伐”

公共自行车“骑”进6城市

采访团成员在东山学校毛泽东当年坐过的课桌前采访。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少年立志出东山
———青年毛泽东之路纪行之二

7月9日，采访团成员在湘乡市东山学校采访。 当天，“青年毛泽东之路纪行”湖南日报联合知名网媒大型联合采访团走进湘乡市。 本报记者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