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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徐
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孟日清 ）
近日， 岳阳“周末公益剧场” 在
岳阳文化艺术会展中心演出大
型传统巴陵戏 《薛刚反唐》， 市
委书记卿渐伟与500多名市民一
起， 分享了“文化惠民” 的快
乐。

着眼满足民众对多元文化
的需求， 岳阳市委市政府积极搭
建公共文化服务平台， 每年投入
3000余万元公共文化建设资金；
实行“以奖代扶”， 扶持公益性
文化事业； 启动了巴陵戏传承研
究院、 书画院等城区十大文化建
设工程； 新建了岳阳楼新景区、
沿湖风光带等文化项目， 形成了
“城区10分钟文化圈”。 投资近
1.2亿元， 建设乡镇综合文化站、
村级文化活动室、 农家书屋， 加
快构建“农村5公里文化圈”。

岳阳开展“周末公益剧场”
演出， 民众每个周末都能在该市
最好的剧场免费欣赏高水平的
专业演出， 目前已演出70余场，

场场爆满； 先后新编 《平民领
袖》 等剧 （节） 目30余个， 添
置12台大型流动舞台车， 开展
送戏下乡， 上半年达512场。 继
“市民大讲堂” 之后， 今年创新
开展“岳州讲坛” 公益文化讲
座； 举办“高雅艺术惠民生” 系
列活动， 引进国家舞台剧精品剧
目黄梅戏 《雷雨》、 杂技剧 《天
鹅湖》 等30多台剧目来岳演出，
邀请特困居民、 下岗职工、 农民
工兄弟等特殊群体免费观看。

该市群众文化活动如火如
荼。 今年初， 启动“欢乐潇湘·
幸福岳阳” 群众文艺汇演活动，
带动“美丽岳阳楼区”、 “生态
君山” 等县域群众文艺汇演火热
进行。 目前， 该市涌现农村民间
职业剧团100多个， 业余艺术
团、 京剧票友会等2000多个，
形成了“岳州大舞台”、 “社区
万家乐”、 “外来务工者之歌”
等五大群众文化品牌。 岳阳连续
两次荣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
作先进地区”。

本报7月17日讯 （张丽雅 肖智群
肖晓峰 蒋剑平） 近日， 洞口县城伏
龙洲萧氏宗祠人头攒动， 当地很多人
聚在这里， 喜庆该祠被列为第七批国
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并自发筹资3
万余元， 用于宗祠维修和保护。

近年来， 洞口县充分利用中国
绿色名县、 革命老区、 蔡锷将军故
里、 雪峰蜜橘之乡、 中国楹联文化
县、 中国宗祠文化之都等众多名片，
充分发掘当地文化资源， 倾力打造
文化名县， 促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洞口文化底蕴深厚， 境内保存
较完好的古宗祠建筑群有上百座。
一座座宗祠似一颗颗明珠， 镶嵌在
青山绿水间， 但一直“养在深闺人
未识”。 近年来， 该县投入力量， 发
掘宗祠的历史、 艺术、 科学价值，
发展相关文化产业与旅游业， 促进
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前不久，
国务院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名单， 洞口宗祠建
筑群被列入其中， 包括建
于明清的曲塘杨氏宗祠、
肖氏宗祠等11处宗祠。

墨晶石雕是洞口传统工艺产品，
始于清朝同治年间， 造型生动， 刀
法洗练， 纹理奇妙， 具有很高艺术
价值， 被誉为“洞口一绝”， 曾是国
家重要出口创汇产品。 为继承和发
展这一传统工艺， 近年， 县里组织
30多名民间雕刻艺人， 组建了传承
人工作室， 先后创作雕刻作品万余
件， 其中14件获国家级奖， 远销海
内外。 县里还拨出专款， 对当地流
行的楹联文化等进行搜集整理， 重
点保护。 去年， 被中国楹联学会命
名为“中国楹联文化县”。 观音阁、
罗溪国家森林公园、 龙眼洞、 高沙
文史博物馆、 文昌塔、 蔡锷公馆、
桐山温泉等文化旅游景点建设， 也
相继启动。

通过发掘整合特色文化资源，
洞口县做大做强文化产业。 去年，
全县文化产业资产总值达4.43亿元，
实现增加值3.6亿元。

曾璐

三伏天里，热浪袭人。 省植物园
举办的户外观赏萤火虫活动，却能让
游客们夜色中感受亦真亦幻浪漫场
景，体验萤火虫在头顶上忽隐忽现的
美妙感觉。

主办者的初衷， 是倡导低碳、环
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旨在
唤醒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到保护生态
环境的行动中来。

原本随处可见的萤火虫，在我们
生活中却早已难寻踪影了，眩惑的世
界把我们与美丽的环境隔得越来越

远。 因此，尽管门票价格不菲，这场活
动却引来了无数人入园观看。

即便是难得一见的美景， 但也总
有与举办者初衷相悖的场面———频频
的闪光灯，影响着萤火虫的生存；捕抓
萤火虫的现象并不鲜见； 更有人将竹
竿上装着萤火虫的玻璃瓶带回家。

萤火虫是生态优劣的风向标。 只
有生态环境良好且无污染的地方，才
会有萤火虫出现。 这样的活动，犹如
一张试纸，试出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文
明素质。

欣赏美丽，除了记忆 ，请什么都
别带走。

7月8日至10日，十届省委常
委中心组进行第9次集中学习，
主要内容是深入学习马克思主
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深
化对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认识。7月10日，中央社
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作
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
路线及其实践要求》 专题辅导，
中心组成员进行了深入研讨，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作了学习总结。 通过学习研
讨，中心组成员进一步领会了马
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进一步深化了对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重大意义、
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的认识，形
成了思想共识，并作出了相关工
作部署。这次集中学习主要取得
了如下成果：

一、通过学习，进一
步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群
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观点。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
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用于指导中
国革命实践，逐步形成了“人民
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向人民群
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

“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
致”、“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
引导群众前进”等观点。 我党把
群众观点贯穿于工作实践中，逐
步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即“一
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
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
动”。“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
群众”， 是党的群众观点的集中
体现，也是群众路线的核心。“从
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
群众路线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在党的领导工作中的实际应用和具体体现。 毛泽东同志
提出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同志
以群众满意不满意、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我们工作的方向标；江
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
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同志提出科学发展首先是以人为本的发展；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我们来自人民、植根
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 可以说，党的群
众观点、群众路线在我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

大家在学习中深刻认识到，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是我们
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实现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重要保
证，是我们党在一切工作中取得胜利的传家法宝，一定要在新的实践中发扬
光大。 （下转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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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7月17日电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冯电 喻学知） 湘
品出三湘， 香飘“长三角”。 在
今天举行的湖南农产品加工产
品 （上海） 营销合作洽谈会上，
55家“农字号” 湘企产品受到
“长三角” 市场青睐， 共获得30.6亿
元订单。

漫步展销现场， 隆平茶、 临武
鸭、 金健米、 果秀食品……200余个
湖湘精品， 琳琅满目， 尽显“鱼米
之乡” 魅力。 经过洽谈， 35家“农
字号” 湘企分别与“长三角” 地区
经销商达成“一对一” 合作协议，
签约订单23亿元； 还有20家企业以

上海西郊国际农产品展示直销中心
湖南馆作为展销平台， 签约订单7.6
亿元， 其中， 湖南果蔬产品获得4.5
亿元订单， 茶油、 大米、 茶叶产品
获得的订单也都超过2亿元， 成为
“湘品” 中的“香饽饽”。

此次“东进” 营销合作洽谈会，
由农业部乡镇企业局、 省乡镇企业
局、 省政府驻上海办事处联合主办，

共筛选了90家“长三角” 地区经销
商与60多家“农字号” 湘企对接。
据介绍， 我省参加展销的农产品加
工企业， 都是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其产品质量有保障， “湖
南特色 ” 鲜明 ， 也符合
“长三角” 地区的消费习
惯。

近年来， 我省积极推

进“湘品出湘”。 湖南农产品南下粤
港， 北上首都， 赢得众多消费者喜
爱； 西拓银川， 东进上海， 市场占
有率逐步提高。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苹） 为严格落实消防工作
责任，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 《湖
南省消防工作考核实施办法》， 明确
每年由省政府统一组织， 对各市州
消防工作情况进行考评奖惩。 考核
结果将作为对各市州政府主要负责
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
依据， 各地发生特别重大亡人火灾
责任事故的， 考核结果直接认定为
“不合格”。

据介绍， 该考核办法内容包括
火灾预防、 消防安全基础、 消防安
全责任3个部分， 涵盖政府领导责
任、 消防安全源头管控、 消防法规
体系等15项评分标准。 考核分值按
照实施细则进行量化评分， 满分为
100分。 考核结果分为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4个等级。

考核办法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
主要负责人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
安全负全面责任， 分管负责人对本
行政区域内的消防安全负直接领导
责任。 考核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牵
头， 组织省消防安全委员会成员单
位组成考核工作组， 每年1月底前对
各市州上一年度消防工作完成情况
进行考核。 考核结果经省政府审定
后， 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予以表彰，
有关部门在相关项目安排上优先予
以考虑； 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市州
人民政府， 应在考核结果通报后一
个月内， 提出整改措施向省人民政
府书面报告。 经省政府审定后的考
核结果， 作为评选消防工作先进市
州的依据， 并交省委干部主管部门，
作为对各市州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
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本报7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 上半年，我
省财政收支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
省财政厅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6
月，全省公共财政收入1812.28亿元，
同比增长15.12%；支出2021.23亿元，
同比增长13.08%。

财政收入平稳增长， 顺利实现
“双过半”。 1至6月，全省累计完成公
共财政收入1812.28亿元， 完成年初
预算的55.19%， 同比增加238.04亿
元，顺利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
半” 的目标。 其中， 地方财政收入
1097.87亿元，为年初预算的55.33%，
同比增长16.20%，比全国各省市平均
增幅高2.74个百分点；上划中央收入
714.41亿元，同比增长13.50%。

分级次看，省本级公共财政收入
完成 462.04亿元， 为年初预算的
59.58%，同比增长28.98%；各市州完
成公共财政收入（含上划省级税收）
1454.15亿元，同比增长11.34%。

分结构看，全省全口径税收收入
完成1385.83亿元， 同比增长15.06%，
占公共财政收入比重为76.47%；地方

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完成671.42亿
元，同比增长16.77%，占地方财政收入
比重为61.16%；地方财政收入中的非
税收入累计完成426.45亿元， 同比增
长15.32%， 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为
38.84%。 据分析，上半年，税收主要增
收来源为卷烟业、 建安房地产业及汽
车制造、电子信息等部分新兴产业。

财政支出增长放缓，民生类支出
占比较高 。 全 省完 成 财 政 支 出
2021.23亿元，同比增长13.08%，比去
年同期增幅回落15.33个百分点。 分
级次看，省本级公共财政支出369.41
亿元，同比下降20.16%；各市州公共
财政支出1651.82亿元， 同比增长
24.69%。

洞口
倾力建文化强县

7月16日， 张花高速永顺县境内青坪段， 施工人员冒着高温， 用鼓风机吹扫柏油路面上的灰尘，
以便随后新铺柏油同底层柏油能够很好吻合。 目前， 张花高速全面拉通， 正在进行水稳层和柏油路
面铺设。 张建强 唐启武 摄影报道

财政收支平稳增长
上半年实现财政收入1812.28亿元， 同比增长15.12%； 支出

2021.23亿元，同比增长13.08%

农产品香飘“长三角”
湘品上海斩获逾30亿元订单

岳阳
打造惠民文化圈

高速路上战高温

消防工作考核办法出台
发生特别重大亡人火灾责任事故一票否决

“萤火虫之夜”是张“试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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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汽菲亚特湖南“安居乐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