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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今天下午， 省委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召开专项治理工作部署
会， 就整治15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
出问题进行了部署。 省委常委、 省
纪委书记黄建国出席并讲话。

会议认为，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 省委始终把查找和解决突出
问题摆在重要位置， 省委常委会及
时提出严格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
等10个方面的整改措施， 并带头整
改， 在全省产生了强烈的示范带头
作用。 各有关部门积极行动， 结合
实际边学边查边改， 解决了一批群

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但还有一
些单位对突出问题的治理认识不
高、 查摆不准、 整改不力。 为巩固
成果， 省委要求对群众反映强烈的
15个突出问题， 继续深入开展专项
治理。

专项治理的15个突出问题主要
包括：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与开展收
费专项检查， 精简行政审批项目，
清理规范与行政许可、 行政审批相
关联的中介机构， 严格控制“三
公” 经费支出， 整治违规设置“小
金库”， 治理违规职务消费和转移
地点、 变换方式变相进行公款吃喝

等问题， 清查违规配备公务用车及
公车私用， 清理规范各类会议、 文
件和简报， 清理规范各类评比、 达
标和表彰活动， 清理纠正党政领
导干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并
领取报酬， 清理各类领导小组、
议事协调机构， 查处超编制进人等
问题， 清理领导干部违规占用住
房、 办公用房， 规范领导干部因公
出国 （境） 管理， 全面停止新建楼
堂馆所。 按计划， 专项整治9月要
全部启动， 11月底取得阶段性成
果。

黄建国强调， 这次专项治理的

突出问题， 大都是久治不愈的“顽
症”， 没有壮士断腕、 刮骨疗伤的
勇气， 是难以整治到位的。 相关责
任单位特别是牵头单位， 不能当
“南郭先生”、 “好好先生”， 而是
要“当包公”、 “唱黑脸”， 敢于坚
持原则， 敢于较真碰硬， 做到整改
不到位坚决不放过。 要把责任查究
贯穿于专项治理全过程， 对专项工
作治理工作不认真 、 不负责 ， 简
单应付 ， 对突出问题隐瞒不报、
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 要从
严追究单位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
人的责任。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肖建生 ）
沪深股市今天在银行、 地产、 上海自
贸区概念等板块股票大幅下跌的影响
下， 上证综合指数跌破2200点。

今天上证指数收于2185.56点， 下
跌45.84点， 下跌幅度为2.05%， 其中
800只股票下跌，147只股票上涨， 成交
1324.6亿元； 深证成指收于8493.78点，
下跌165.22点，下跌幅度为1.91%，其中
1193只股票下跌， 284只股票上涨， 成
交1074.4亿元。

71只湘股今天仅11只上涨， 涨幅
最大的是新五丰， 涨幅为6.16%； 跌幅
最大是华升股份， 跌幅为5.34%。 前一
段强势上涨的拓维信息、 友阿股份、

通程控股等股票今天也大幅下跌。
从交易的情况看， 今天股市大幅

下跌的原因， 主要是前期大幅上涨的
上海自贸区概念股全面回调， 如上港
集团、 上实发展、 中海集运、 浦东金
桥、 浦东建设、 浦发银行等股票跌幅
均在5%以上。 由于上海自贸区概念股
的集体下跌， 引发了股市的全面大跌。

证券分析人士认为， 上海自贸区
概念股的大幅下跌， 主要是因为前期
涨幅太大， 今天的大幅下跌， 应该是
对前期涨幅过大的一种正常的回调。
从走势的情况看， 目前股指还有一定
的下跌空间， 要反弹向上还需要一段
时间。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李镁铭 赵莎芬 ） 记者今日从交
通部门获悉， 临近中秋节假日， 从长
沙往北京等方向的火车票、 机票均非
常紧俏， 机票折扣力度减少。

据长沙火车站介绍， 由于中秋节
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小客车不实行免费
通行， 公路分流作用减弱， 铁路客流
较大。 截止到今日15时， 今天去往北
京方向的普铁车票、 高铁票已售完，
18日去往各个方向的高铁尚有余票。
长沙火车站将加开14对临时客车重点
解决省内短途客流， 临客的具体开行

日期以车站公告为准。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选择网络

订票、 电话订票或附近代售点买票，
以免集中到火车站售票厅买票导致排
长队。

记者今日从南航了解到，中秋节前
后长沙始发客流增长明显，其中节前往
北京、华东方向机票紧张，节后往广深
方向机票紧张。 18日长沙飞北京、南京、
青岛、大连、广州等地机票紧张，折扣较
少。 节后22日，长沙飞北京的白班航班
无折扣，飞往成都、大连、沈阳、长春、广
州、深圳等地机票紧张。

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
典波 通讯员 李亦恩） 传递爱心关怀，
共襄慈善盛举。 9月16日下午， 省政协
原主席、 省慈善总会会长王克英， 省
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 与
岳阳各界爱心人士一起， 参加“情系
岳阳·关爱特困家庭” 中秋慈善茶话
会， 募集善款2790余万元。 其中， 湖
南富兴集团现场捐款230万元。

据了解， 2011年以来， 岳阳市慈
善机构共募集善款2.8亿元， 实施了
“金秋助学”、 “微笑列车”、 “金叶慈
善医疗卡”、 “爱心超市”、 “大病医
疗救助” 等一批有影响的慈善救助项
目， 累计惠及困难群众5.8万多人次。
其中， 特困家庭大病医疗慈善救助项
目获评第八届“中华慈善奖” 最具影
响力慈善项目。本报9月17日讯 （记者 王

晗 ） 一杯清茶相邀、 一纸谏言
为约， 今天上午， 一场简朴的
长沙市各界人士中秋茶话会从
建诤言、 献良策中拉开序幕 。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
红参加茶话会。

没有鲜花果盘、 没有繁文
缛节， 会场简朴但气氛热烈。
茶话会开始后， 大家发现台上
坐的不是领导， 而是新生代农
民袁虎、 基层干部张超明、 著
名雕塑家雷宜锌、 经济界知名
人士王林和湖南大学传播学博
士梅文慧等5名各界人士代表。

“两任美国总统曾为我的
雕塑揭幕。 作为一名‘老长沙’，
我很自豪。” 被美国人称为“中
国雷” 的省文联副主席、 省雕
塑学院院长雷宜锌说， 自己的
梦想就是邀请全世界知名雕塑
家来老家聚会， 留下精彩作品，
让世界知晓长沙。

“长沙有世界第一的‘天
河一号’， 已经站在了超算领域
顶端。” 中南大学商学院企业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王林希望长沙
大力发展云计算产业， 从“脚
都” 变为“云都”

各界人士或畅所欲言， 或
埋头奋笔疾书， 在面前的“建
言柬” 上写下意见、 建议。 大家
聊的是“干在实处”， 论的是
“走在前列”， 会场里充溢着“爱
我长沙、 发展长沙” 的正能量。

“今天的茶话会虽然形式简
朴，但‘干在实处、走在前列，传
递正能量’的主题令人鼓舞。 ”易
炼红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长沙的发展需要实干， 全市上
下、社会各界要齐心协力，努力
把长沙建设成为“全民小康之
市”、“两型引领之市”、“秀美幸福
之市”；着力实施“产业倍增”、“收
入倍加”、“城乡品质倍升”； 着力
推进重点带动、多点支撑的产业
格局形成，推进一江两岸、东提
西拓的城市品质提升，推进两型
引领、统筹协调的城乡一体化发
展，推进规范有序、和谐共生的
社会管理创新， 推进务实进取、
勤廉为民的干部队伍建设。

沪深股市大跌
上证指数跌破2200点， 湘股涨少跌多

岳阳慈善茶话会募资2790万元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治15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我省群众路线教育敢于较真碰硬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传递正能量”
长沙简朴办中秋茶话会

9月17日， 长沙市晓园公园西大门， 施工人员在抓紧进行工程收尾。 该
园于今年4月13日起封闭进行环境综合整治及提质改造， 10月1日将重新对
市民开放。 工程总投资2905万元， 改造总面积35765平方米， 新增公共绿地
6900多平方米。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节前往北京方向票源紧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