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乔伊蕾 实习生
朱涛 通讯员 郑亚邦） 今天上午，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在省纪委省监察厅
机关和省委巡视机构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上强调，要纠
建并举，依靠制度建设解决问题。

黄建国指出，作为监督者和执纪者，
并作为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组织机
关和指导机关之一， 纪检监察机关更要
认真对待严格要求， 积极借鉴历次党的
主题教育活动的成功之处，勇于改进，不
断完善，以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精神，
将“规定动作”抓扎实做到位，使党的群
众路线真正在头脑里扎下根。 领导干部
要坚持带头作表率，一级做给一级看，一
级带着一级干；要始终坚持全员参与，确
保人人受教育，个个受洗礼。

黄建国强调， 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只
是一段时间，而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

长期性和稳定性。要纠建并举，找出薄弱
环节， 完善制度， 依靠制度建设解决问
题。要力戒形式主义，做到“不虚”、“不
空”、“不偏”，真正击中痛处、打在点上。
要将坚持正面教育的经验和解决突出问
题的成功做法，用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
坚持下去， 并在长期坚持中不断完善，建
立长效机制。要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
和简便易行的操作方法，全面、准确地评
价干部的作风状况，并将考核评价结果作
为干部任免、奖惩的依据，形成正确的用
人导向和有利于党员、干部作风养成的制
度环境，为改进作风提供制度保证。制度
一经形成，就要严格遵守执行，绝不允许
做变通、搞例外，使制度充分发挥既管当
前又管长远的作用，将整风肃纪、排污清
垢的工作常抓不懈、持续推进。

省委督导组第十六组组长孙在田出
席。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曹娴）今天，
省经信委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和集中巡视动员大会。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蒋作斌在会上强调， 要服务经济
发展的大局，全力稳增长，以经济发展的
实际成效，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

根据省经信委下发的实施方案，教
育实践活动着重抓实3个环节：“学习教
育，听取意见”；“查摆问题，开展批评”；
“整改落实，建章立制”。重点搞好学习宣
传、思想武装、征求意见和深入实践；重
点围绕为民务实清廉要求，切实找准“四
风”方面的问题，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针对重点问题、突出问题，制定整改
任务书和时间表， 形成改进作风建设的
长效机制。 省经信委还将把教育实践活

动与“惠企政策落实年”、“扶助小微企业
专项行动”等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全省工
业和信息化又好又快发展。

蒋作斌指出， 要严格按照中央和省
委的要求，不打折扣、不找借口、不走过
场， 确保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落
到实处。认真学习有关文件，自觉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活动的总体要求上来；注重
联系实际， 以整风精神搞好教育实践活
动，确保每个干部、党员都受到教育、得到
提高。 作为全省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省经信委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努力做
好当前经济工作，全力保增长、稳增长，使
活动的各个环节、各项措施都为中心工作
服务，坚持“两手抓、两不误”，以经济发展
的实际成效检验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

要闻 ２０13年7月16日 星期二2

!"#$%&'()*+,-./01 ! 23456
789:;<

!!"#$%"./=>?@ABCDEFGDEHIJ
KELMNOP;FQROP;)SHTUV.WXY?@
Z[TUL\]^^_`abKIcLd?5689 ! ^I
ceNfEgIch*ijklOm31ijnoB89p
qrs&`tH:;u

&!'($%"MNvwxDgIcwqy
)!*+$%"^z{|} !"~�IJe#$%&^ %� #

�I���Hy
,!-./0"'()!^ %� &����%� '*� )&+,(

- - - - 1!-.23"!"���(��� &", �e%���
��v�%��HL�����n����� ',"m:��
��y 2¡¢£¤ 2¥¦§ 2¨©ª«¬Lx® 
2¯°±²³´¢y

4!-.56!£¤ 2µ¶ 2�·¸¹º»V¼½
¾L¦§ 2µ¶ 2�·¸¿¾gÀÁ¾y

7!8 9 :"ÂÃÄiÅ&�
89;<",%!).&&$$"'/,i)&*$''*$!"*

- - - - -.=>"012344256)*!7089
- - - -KPMÆ{|¥ÇÈ01OÉÊx  % � :: �Ë,
VÌ"v$%&'(ÍÎ£F;;;7014257<8=70>Hy

!"#$%&'()*+,-
./01234,5.6

◎责任编辑 朱定 版式编辑 周双◎

邓海建

夏日的夜晚，广场舞是一道靓
丽风景， 却也给部分人带来了烦
恼。日前，有居民反映小区里每晚
都有人跳广场舞， 既影响他人休
息，也占用了其他居民的公共活动
空间。但是跳舞者不认为自己“扰
民”了，并抱怨小区活动空间有限，
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 。（7月11
日《大江晚报》）

一边是喇叭里嘶吼着《最炫民
族风》， 一边是健身爱好者随着歌
声自由起舞，这在很多城市都是司
空见惯的风景。但问题是，伴随着
广场舞拥趸渐多，“舞林门派”也多

了起来，有跟这个师傅的，有粉那
个舞者的，舞技一较高下，喇叭一
拼高低，给附近的居民生活带来很
大的困扰。

广场舞成了“扰民舞”，看似一
个小问题，实际上也是一道民生难
题。俗话说“见微知著”，如何对喜
欢锻炼和追求安静的人群的不同
诉求作出回应，考验着城市管理者
的管理水平和智慧。作为城市的管
理者，社区居委会和市政管理部门
应切实承担起责任。在充分考虑不
同人群需求的前提下，制定合情合
理、合乎实际的制度和规范，约束

两方居民的行为，以取得“两全其
美”的效果。

广场舞扰民的问题，同时也是
一个法律问题。法谚有言，“你挥舞
拳头的自由止于我的鼻尖”。 不扰
民、不侵权，随便怎么跳，都是民众
的自由。 但如果各用各的喇叭，为
了自己跳舞的自由而无视居民休
息的权利，这恐怕就不单单是道德
问题了 。 根据2008年国家颁布的
《城市区域噪声标准》，居住、商业、
工业混杂区的环境噪音最高限值
是“昼间60dB（分贝）、夜间50dB”，
超标了， 环境执法部门自然应该

“该出手时就出手”。此外，《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噪声污染要承
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治安管理
处罚条例》规定制造噪音干扰他人
正常生活、 经警告后不改正的，还
要处以一定数额的罚款。

我们关注PM2.5，关注水污染，
同样，我们也关注赖以生存的声光
环境。 与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相比，
声光污染常常被拎到道德层面去
探讨，但实际上，它同样是亟待整
治的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别拿广
场舞不当回事， 跳得悦己悦人，才
能舞出它的韵致。

电子邮箱：hnrbxwplb@163.com

三湘 时评

悦己悦人，方称韵致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黄勇华） 长沙海关今日发
布我省上半年外贸进出口数据：全
省进出口总值106.59亿美元，同比
增长10%，较全国平均增速高1.4个
百分点。据分析，由于承接产业转
移取得积极成效，加上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等原因，全省上半年外贸保
持稳定增长势头。

长沙海关副关长于彬分析，我
省积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为外贸
增长作出了极大贡献。前6月，全省
出口61.81亿美元， 增长15.8%；进

口44.78亿美元，增长2.8%。其中，加
工贸易拉动全省进口增长8.3个百
分点。蓝思科技、衡阳胜添精密电
子、湖南祥云精细化工，这3家加工
贸易进口过亿美元的企业，带动全
省进口增长了7.2个百分点。

作为我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桥
头堡， 湘南3市的进出口增幅更是
明显。 上半年， 湘南3市进出口额
21.1亿美元，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比重， 由去年同期的17.8%提高至
19.8%，其中郴州、永州两市外贸增
速分别高达50.5%和38.1%。

以农产品为代表的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不断开拓新兴市场，也助推
了外贸上扬。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
口3.8亿美元，增长21.4%，超出全省出
口增速5.6个百分点，占同期全省出口
额的6.2%。出口农产品中，逐步摆脱
过去对活猪及鲜、 冻猪肉的依赖，向
香肠等猪肉深加工产品扩
展，积极开拓港、澳以外的
东盟、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
市场， 取得了较好成效。目
前，欧盟依旧是湖南省第一
大贸易伙伴，上半年进出口

额16.1亿美元，增长9.4%。
另据分析，民营企业出口增长6

成，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明显下滑。民
营企业上半年进出口46.9亿美元，占
同期全省进出口总额的44%；国有企
业进出口28.1亿美元，占全省总额的
26.4%，下滑7.3个百分点。

承接产业转移取得积极成效

进出口上半年增10%
比全国平均增速高1.4个百分点，湘南3市增幅明显

本报7月15日讯（通讯员 彭敏
记者 唐爱平） 华菱集团今年以来
自发电大幅增加，已成为企业重要
的利润增长点。该集团今天提供的
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湘钢、涟钢
和衡钢自发电近20亿千瓦时，创效
2.7亿元。

钢铁企业利用炼钢过程中产
生的各类余热、余压和高炉煤气发
电， 不仅是节能减排的好手段，更
是创效工程。今年以来，华菱集团
着力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水平，把提
高自发电比率作为挖潜增效的重
点。湘钢、涟钢和衡钢纷纷采用铁
矿烧结余热发电、煤气发电、干熄
焦发电、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
高炉煤气压差发电等技术，提高自
发电量比重。

涟钢上半年总发电近11亿千
瓦时，自发电比率超过60%。今年3
月涟钢2800立方米炼铁高炉投产，
随着高炉煤气发生量增加，发电量
稳步提升，5月迈入2.2亿千瓦时大
关，其中6月12日发电量达835.73万
千瓦时， 创公司发电历史记录。预
计全年自发电比率可接近70%。

湘钢余热发电项目已经启动，
集中回收转炉、加热炉的蒸汽用于
发电。 湘钢宽厚板厂和5米宽厚板

厂4座120吨转炉、5台加热炉，配套
建设1.5万千瓦和1.2万千瓦两台发
电机组。6月， 湘钢1号高炉煤气除
尘实施湿法改干法技术改造，使配
套的高炉煤气压差发电装置的发
电效率提高30%。7月9日，湘钢13.5
万千瓦煤气发电机组正式并网发
电，年发电能力为10.8亿千瓦时。湘
钢的年自发电量将由 2012年的
15.5亿千瓦时， 增加到18.5亿千瓦
时。

衡钢利用高炉煤气压差发电，
今年上半年达1645万千瓦时，同比
增加30万千瓦时。

据介绍, 华菱集团今年预计自
发电可达43亿千瓦时，创效将达6.3
亿元； 可节约标煤140万吨， 减少
36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 华菱集团
将力争“十二五”期间自发电量占
总用电量的七成，这意味着每年将
减少22亿千瓦时的外购电量，仅此
一项可以节省成本15亿元。

利用炼钢余热和高炉煤气发电

华菱自发电半年创效2.7亿元

黄建国在省纪检监察机关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上强调

依靠制度建设解决问题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
上午，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李有新在省
人防办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暨例行巡视动员大会上强调， 党员
干部要围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
要求”，认真地照、严肃地查、全面地洗、
彻底地治。

李有新指出，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
党的作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
关系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 加强和改进
党的作风建设， 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就是把为民务实清
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体党员的思
想和行动中， 牢记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根本宗旨。 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

主要任务聚焦在作风建设上， 集中解决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这“四风”问题。解决“四风”问题，要对
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
神”，不能“散光”；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
要矛盾， 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
问题， 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
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

李有新强调， 教育实践活动要与我
省“稳增长、强保障、抓改革、惠民生、促
和谐”的各项工作结合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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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成全省人防
部门的重点工作任务结合起来， 使活动
的各个环节、 各项措施都为全党中心工
作服务，做到两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李有新在省人防办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上指出

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唐爱平 胡宇芬）
今天，省科技厅召开大会，对深入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全面动员部
署。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张
文雄出席动员大会， 要求以科学精神攻
克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张文雄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科
技始终承担着重大的责任。 致力于提高
国家创新能力，为国家作贡献；致力于发
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为发展
添动力； 致力于科技惠民， 为人民增福
祉。

张文雄认为， 科技厅要打好科技攻
坚这场硬仗， 首先要打好作风建设这场
硬仗。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一
是要以学科带头人的精神抓领导带头。
领导干部作表率比什么都灵， 要推动形

成上级带头、领导示范、上行下效的工作
格局。二是以求真求实的精神找准问题。
要实事求是地查找突出问题，对准焦距，
找准穴位，不避重就轻，不蜻蜓点水，不
回避矛盾。 三是要以批评精神抓边整边
改。要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敢于
否定， 既严于剖析自己， 又敢于批评别
人；既善于从别人的批评中得到警醒，又
注意从批评别人中省察自己。 对查摆出
来的问题要制定整改任务书和时间表，
及时整改，逐项落实，让人民群众看到改
进作风的行动，得到改善民生的实惠。四
是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抓建章立制。要
针对整改的突出问题和工作中的薄弱环
节，创新完善各项制度，并提升制度执行
力，通过制度管人管事管权，从源头上防
止不正之风。

张文雄在省科技厅动员部署教育实践活动

以科学精神攻克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柳德新）今天，
省委农村工作部、 省政府农办召开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排查
作风之弊，扫除行为之垢，集中整治“萎
靡症”等9种“病症”。

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 省政府农办
主任蔡建和形象地说：“目前， 我部领导
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 存在‘萎靡症’、
‘衰老症’等9种‘病症’，与党的群众路
线、与工作任务要求不相适应。如‘萎靡
症’：有的同志理想信念淡化、意志消沉、
精神懈怠， 认为自己升迁无望，‘船到码
头车到站’，满足于守摊子、保位子，工作
缺乏激情，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再如‘软骨病’：有的同
志不坚持原则，当‘好好先生’，对歪风邪

气听之任之；有的见到上级点头哈腰，见
到群众趾高气扬；有的缺乏担当，遇到困
难就躲，遇到难事就推。”为此，省委农村
工作部、 省政府农办将努力打造成省委
省政府决策“三农”工作的参谋部、创新
“三农”工作的改革部、推进“三农”工作
的项目部、保护农民利益的维权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明华强调，
领导带头是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深入开展的关键。省委农村工作部、省政
府农办的领导班子， 要以普通党员的身
份，以从我做起、向我看齐、对我监督的
态度，带头亮思想、摆问题、找根源、晒措
施，切实给党员干部当标杆、作示范，推
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
展。

排查作风之弊 扫除行为之垢

省委农村工作部
整治“萎靡症”等9种“病症”

蒋作斌在省经信委教育实践活动动员会上强调

服务大局助力经济稳增长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尹虹 通讯

员 李紫薇）节俭风尚如何形成？阳光心
态如何建设？且听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
院党组书记、 院长马贤兴娓娓道来。13
日下午，由湖湘大学堂与湘图讲坛联合
举办的“节俭风尚与心态建设”主题公

益讲座， 在省图书馆多媒体演示厅举
行。 来自社会各界的100多名听众自始
至终认真聆听，感觉讲座“像酷暑天的
一抹清凉沁人心脾”。

马贤兴曾荣获“2010年湖南省最具
影响力法治人物”、“CCTV2011年度中

国法治人物二十佳” 等称号，著
有多部关于职业人生与心态建
设的专著，并应邀在省内外作专
题讲座110余场。 在今天的讲座
中，他以渊博的学识、鲜明的立
场、朴实风趣的语言，阐述了追
崇节俭风尚的时代意义、加强心
灵“治安综合治理”须多管齐下
等见解。 其中一些观点发人深
思，如“以在家里吃、在食堂吃为
常态，去餐馆吃为例外，以吃萝
卜白菜为荣、 拒吃鱼翅珍禽”；
“我们应同时具备积极、平常、感
恩、耐挫、归零五种心态”等等，
受到听众热烈呼应。

“节俭风尚与心态建设”讲座送清凉

7月14日， 民间艺人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南山牧场舞吊龙。 该吊龙长38.8米， 当天
获得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认证， 被授予 “世界最长吊龙” 称号。 “吊龙” 是城步苗
族同胞独创的， 用长短不一的撑杆撑吊起彩龙的不同部位， 在运动中塑造巨龙不同
的姿态， 宛如飞龙在天。 滕治中 摄世界最长吊龙

身边的�� 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