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癸巳年八月廿六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 “有时想尽快干成几件看得
见、 摸得着的事， 存在急于求成的心
态， 有些事情走了形式， 摊子铺得大
了些， 规模大了些， 无形中增加了行
政成本。 有时为了数字好看， 没有去
做深入过细核实， 下面报上来的数字
就打了收条。”

“到湖南工作后， 以‘会议’ 形
式熟悉情况比较多， 有时一个议题开
几次会， 有时专题会开得比较长， 一
些部门的负责人‘陪会’ 比较多。 大
家反映， 政府的各种会议多， 存在着
‘以会议落实会议， 以文件落实文件’
的情况， 我也负有领导责任。”

……
9月27日至28日， 湖南省委常委

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 省长杜家毫带头作自我检查， 带
头拿起批评武器， 带头摆问题、 亮缺
点、 查不足， 发言开门见山、 直入主
题， 为班子成员作出了表率。

这次专题民主生活会是省委常委
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重要内容。 为高质量高水平开好这次
专题民主生活会， 会前做了扎实的准
备工作。 省委常委会中心组先后4次
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 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
和党的群众路线专题讨论， 专题听取
了关于延安整风的辅导报告， 集中观
看了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 《苏联
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
说》 等教育片。 通过“群众提、 自己
找、 上级点、 互相帮、 集体议” 等方
式， 认真查找“四风” 方面存在的问
题。 全省共有10.3万名干部群众向省
委常委会及成员提出意见， 其中“四
风” 问题1151条。 在中央督导组的指
导下， 省委书记徐守盛先后多次主持
修改省委常委会的对照检查材料,省委
常委会集体讨论了2次， 书面征求省

委常委意见3次， 并广泛征求了党的
十八大代表和省委委员的意见。 省委
常委会成员对个人的对照检查材料也
进行了反复修改， 多的修改达16次。
省委书记徐守盛带头逐一找省委常委
谈心交心， 常委相互之间进行了认真
的、 诚挚的、 深入的交心谈心， 为开
好专题民主生活会作了充分思想准备
和工作准备。

会议前， 省委常委班子集体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
子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重要讲话精神。
会议期间， 又组织收看了9月25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指导的有关新闻报
道， 进一步提高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自觉性。 大家一致表示， 要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 进一步增强党
性， 本着对自己、 对同志、 对班子、
对党高度负责的精神， 大胆使用、 经
常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武器， 使
之越用越灵、 越用越有效。

会上， 徐守盛同志代表省委常委
会作对照检查， 深刻剖析了“四风”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形式主义方
面突出的是有些决策不切实际、 有的
工作落实不力， 在官僚主义方面突出
的是存在脱离实际、 脱离群众的问
题， 在享乐主义方面突出的是存在精
神不振、 艰苦奋斗精神减弱的问题，
在奢靡之风方面突出的是存在铺张浪
费、 勤俭意识不强的问题。

徐守盛同志毫不避讳地摆出了这
些问题的具体表现： 如理念、 规划提
得多了一些， 有的政策措施不过硬、
效果不理想； 实际工作中存在过于求
名次、 进位次的倾向； 学风不正、 会
议活动过多过滥、 检查评比和领导小
组名目繁多； 有的调查研究不够深
入； 有的决策结合本地实际、 维护群
众利益不够； 有的同志不敢负责、 缺
少担当， 做老好人； 有的同志存在意
志消减、 不愿吃苦、 计较待遇的现
象； 有的同志存在因循守旧、 固步自

封现象； 有的公务接待存在讲排场、
超标准的现象， 等等。 针对这些问
题， 常委班子着重从理想信念、 宗旨
意识、 党性修养、 政治纪律和政绩
观、 权力观、 世界观等方面深刻剖析
原因，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整改措施。

省委常委会成员逐一作了深刻的
对照检查。 大家深刻反省了自己在宗
旨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有的同志谈
到， 过去抓工作、 办事情， 更多的是
“往下看”， 现在心里想得更多的是
“往上看”， 不是首先想到老百姓需要
什么， 而往往是关心领导喜欢什么。
还有的谈到， 虽然自己能够牢记“权
为民所赋， 权为民所用”， 但从内心
深处讲， 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官本
位” 思想， 没有很好地把群众摆在最
高位置。

大家集中剖析了自己在官僚主
义、 形式主义方面的问题。 有的同志
谈到， 现在下基层调研事先安排好的
多， 临时看点的少； 看材料、 听下级
汇报的多， 看现场、 听群众意见的
少； 看发达地区和正面典型多， 到偏
远贫困地区和解剖问题少。 有的同志
还谈到， 自己在听取别人意见时， 有
时不太耐烦， 比较主观， 没等大家把
意见说完就打断下了结论。

大家还重点检查了自己在享乐主
义、 奢靡之风方面的问题， 有同志谈
到， 对超标准公务接待、 铺张浪费、
奢靡之风的极端危害性认识不足， 甚
至认为是小节问题、 无伤大雅。

有的同志还谈到政绩观方面出现
的偏差， 政绩冲动意识时有抬头， 有
时把个人的政声、 名望看得太重， 在
某些方面过于追求任期内地方发展、
局部利益， 甚至不惜搞政策变通、 打
擦边球。

还有的同志谈到，对一些不对、不
好、不妥的东西，抵制不够，说真话、办
实事的自觉性打了折扣，随大流、看着
办等思想有时占据了上风……每位班

子成员的对照检查都很深、 很实、 很
细， 都针对自身存在的问题， 明确了
整改的方向和措施。

会上， 常委会成员之间敞开心
扉、 坦诚相待， 对每位常委同志都提
出了批评意见， 开展了积极健康的思
想交锋。 比如有的同志对省委书记徐
守盛提出批评意见， “守盛同志经验
丰富、 敢抓敢管， 但有时也有先入为
主、 凭经验决策的情况， 充分听取意
见特别是听取厅局长意见、 市州主要
领导意见不够。” 有的同志对省长杜
家毫提出批评意见， “家毫同志与厅
局长谈心不够， 要更多地听取和了解
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在有些问题上还
要更大胆一些。”

徐守盛最后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
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 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 树立正确政绩观， 发扬钉
钉子精神， 坚持正确用人导向。 要坚
持高标准、 严要求， 锲而不舍、 驰而
不息地抓好整改落实工作。 要根据查
摆出来的问题和同志们提出的批评意
见， 抓紧制定省委常委会及常委个人
的整改方案， 落实整改责任， 明确整
改时限。 对制定的整改措施， 要以实
事求是、 直面问题的态度， 踏石留
印、 抓铁有痕的作风， 一条一条兑
现， 一项一项落实， 决不能敷衍应
付、 走过场。 特别是要集中力量抓好
15个突出问题的专项治理， 力争尽快
取得让人民群众看得见、 摸得着的效
果。 要打好整改落实这场“攻坚战”，
越是棘手的问题越要迎难而上， 越是
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越要一抓到底，
让人民群众真切体会到省委解决问题
的坚定决心， 切身感受到活动带来的
变化和成效。

中央督导组成员和中央纪委、 中
央组织部有关同志参加了专题民主生
活会。

湖南省委常委会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

真揭短 真批评 真触动

本报 9月 29日讯 （记者 田
甜） 今天中午， 省委书记、 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 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了来
湘调研的中国证监会主席肖钢一
行。

徐守盛感谢中国证监会长期
以来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
他说， 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
领导下， 近年来湖南经济社会保
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

企业上市融资、 证券期货机构稳
步发展，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取
得突破， “新三板” 试点筹备工
作有序推进。 湖南的发展离不开
金融的支撑， 希望中国证监会加
强分类指导， 进一步加大对湖南
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力度。

肖钢表示， 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态势喜人。 中国证监会将加快
推进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 根据
不同需求不断改进服务， 更好地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

徐守盛杜家毫会见肖钢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胡宇芬 左
丹 蒋剑平） 超级杂交稻大面积亩产诞
生新的世界纪录！ 今天， 农业部科教司
发布验收结果， 对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
村“Y两优900” 101.2亩高产攻关片抽
取3块田收割测产， 经烘干除杂后， 按
标准含水量13.5%折算， 分别折合亩产
1045.9公斤、 937.6公斤、 980.7公斤，
百亩片平均亩产988.1公斤。

据悉， 专家组在考察百亩攻关现场
的基础上， 将攻关片所有田块进行编
号， 由示范单位推荐1块 （14号田），
专家组采取抽签方式选择确定2块田，
分别为33号田和35号田。 其中14号田
实收面积 480.05平方米 ， 实收毛谷
1319.54公斤； 33号田实收面积555.51
平方米， 实收毛谷1183.09公斤； 35号
田实收面积511.14平方米， 实收毛谷
1237.42公斤。

据悉， “Y两优900” 是在袁隆平
院士提出的新型高秆超级杂交稻研究
技术路线的指导下， 由袁隆平院士创新
团队成员培育的第四期超级杂交稻苗
头组合 。 据调查， 该组合平均株高
128.9厘米， 亩有效穗15.27万， 每穗粒
数339.8粒， 亩总颖花数达5188万， 结
实率90%， 千粒重27.5克。 该组合具有
高冠层、 矮穗层、 特大穗、 高生物学产
量、 秆粗、 茎秆坚韧等特点， 有效协调
了穗大与穗数、 秆粗与穗数等几对难以
平衡的生理矛盾， 有力证实了新型高秆
培育第四期超级杂交稻技术思路的可
行性， 为实现第四期亩产1000公斤目
标做出很好的理论探索。

据统计， “十一五” 以来我国超级
稻累计推广面积达到64384万亩， 占同
期水稻种植面积的21%， 累计增产稻谷
415亿公斤。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邓高红）9月27日至29
日，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朱马里偕夫人一行访湘。

27日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会见了朱马里一行。

28日上午， 朱马里一行来到
韶山， 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
篮，表达了对中国伟大革命领袖的
缅怀和崇敬之情。随后，朱马里一
行参观了毛泽东同志故居。

29日上午， 朱马里一行来到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与“杂交
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座谈。听到
袁隆平介绍超级杂交稻今年产量
取得巨大突破时，朱马里说：“您研
究杂交水稻产量已接近15吨每公
顷，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和振奋，向
您表示祝贺。”朱马里说，老挝是农
业国家，水稻是主要农作物。希望

老挝与湖南进一步加强农业领域
的合作。我们热情邀请袁隆平院士
到老挝访问， 走进老挝的农田，指
导农业生产，推广杂交水稻，帮助
老挝农业增产。

随同访问的有老挝人民革命
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老中
合作委员会主席宋沙瓦·凌沙瓦，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
本邦·布达纳冯， 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部长占
西·普西坎，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副部长陈凤翔、中国驻老挝大使关
华兵等。省领导孙金龙、易炼红分
别陪同访问。

在湘期间，老挝访问团在宋沙
瓦·凌沙瓦带领下， 还参观了长沙
橘子洲、长株潭两型社会展览馆和
三一重工。

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朱马里访湘

超级稻再创世界纪录
“Y两优900”隆回百亩片平均亩产988.1公斤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李勇
杨柳青）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孙
金龙在韶山市调研时强调，大力发
展现代农业，因地制宜推进新农村
建设。发展现代农业要树立成本效
益意识，不能投入了“黄金”，最后
只收获“黄豆”；推进新农村建设要
注重布局规划， 突出地方特色，不
能搞大拆大建。

韶之红航天农业科技园是一
个集太空种子繁育、 优质蔬果生
产、生态休闲观光等为一体的农业
产业化基地，占地1000亩。孙金龙
仔细询问该项目经营情况，叮嘱企
业负责人一定要找到正确的盈利
模式，不搞大而全、洋而全；树立成
本效益意识，确保投入和产出成正
比，不能投入了“黄金”，最后只收
获“黄豆”。

韶山村努力创建全省两型示
范村庄，民居改造、推广新能源、发
展绿色产业等工作正扎
实推进。孙金龙说，韶山村
不是韶山城，不能搞大拆
大建， 不能建成一个城
市。 要注重村镇布局规
划，突出地方特色，展现

和保持韶山村独有的村庄风貌。孙
金龙还来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三旺实业公司，勉励企业不断做大
产业规模，带动农民增收。

调研中，孙金龙强调，充分利
用韶山红色资源丰富的优势，立足
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红色旅游
业和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
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村办企业要想办法积极
走出去，增强农民就业、创业和创
收能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因地
制宜搞好乡村规划建设，加强村庄
整治， 立足实际做好农村绿化，美
化村庄环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
锋模范作用，村支两委尤其要在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上多下功夫，做到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
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一起努力把
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不能投入“黄金”收获“黄豆”

9月28日， 隆回县羊古坳乡牛形村， 村民在搬运收割好的稻穗。 当天， 农业部组织专家、 教授， 在该村对第四
期超级杂交稻101.2亩高产攻关片进行现场测产验收。 曾勇 摄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田甜
李国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64周年，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2013年湖南省“欢乐潇湘”大型群
众文艺汇演优秀节目展演今晚在
湖南大剧院举行。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省政协主席陈求
发与省会干部群众一道观看演出。

省领导许又声、韩永文、黄跃
进、刘莲玉、李友志观看演出。

这次展示演出的节目共分“春
洒洞庭”、“花开南岭”、“情浓武
陵”、“欢聚星城”四个篇章，参加演
出的都是来自全省各地的群众演
员，他们的精彩演出富有浓郁的地
方风情和乡土气息，表达了对美好
生活和伟大时代的歌颂。

“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汇
演由省委宣传部牵头主办，是我省

近年来规模最大、 发动最深入、参
与面最广的群众文化活动。文艺汇
演活动自今年3月启动， 在各市州
县层层选拔节目，举办各类演出比
赛活动，9月进入决赛阶段，14场
决赛192个节目在省会和市州舞
台依次上演。

结合正在全省深入开展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文艺汇
演坚持做到节俭办活动，不搞豪华
阵容，不请专业人员演出，布景、道
具、演出一切从简，让百姓演主角，
让草根当明星，为广大群众搭建起
了展示艺术才华的舞台，以较少的
投入实现了社会效益最大化。

据统计，此次活动在全省共演
出1万多场次，参演团队上万个，观
演群众达千万人次。从乡村、城镇
到社区、街道，三湘大地迅速掀起
了群众文化活动的热潮。

歌唱美好生活 歌颂伟大时代

“欢乐潇湘”大型群众文艺
汇演优秀节目在长展演

徐守盛杜家毫陈求发观看演出

孙金龙在韶山调研“三农”时要求
树立成本效益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