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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助学工程资助
民政职院50名贫困生轻松上学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姚学文）今天，武陵
山区“一家一”助学工程“民革·同心班”签约仪
式在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根据相关协
议，来自慈利、古丈、凤凰、桑植4个县的50名贫
困学生，在校学习两年时间内，每人每年将获得
相关企业资助的2000元助学金。省政协副主席、
长沙民政职院院长刘晓参加仪式。

武陵山区“一家一”助学工程，是以我省武
陵山片区四周37个县市区为实施范围， 以省内
职业院校为实施学校， 以品学兼优的农村贫困
学生为实施对象。该工程以公益资助的方式，帮
助学生完成两年在校学习，一年企业顶岗实习，
并推荐安排就业。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实习生 左
栀子）“2013湖南名优特产博览会” 今天在长沙
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吹响了“湘品出湘”的
集结号。 组委会将从参展企业中评选出最具潜
力的“魅力湘品”百强奖项，省商务厅将组织获
奖企业免费参加“湘品出湘”全国巡展。湖南名
优特商贸协会会长唐之享出席了开幕式。

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为期4天，由省商务厅
及长沙市政府共同主办，300多家企业展出了酒
类、绿色食品、副食品、手工艺品、礼品、茶叶等
上万种名优特产。 本届博览会将举办产需对接
会、食品安全高峰论坛及“魅力湘品”百强颁奖
典礼等系列主题活动， 组委会邀请了数百家省

内外知名超市卖场在展馆现场直接与湖南品牌
进行面对面的洽谈、采购。

凭借良好的资源禀赋， 食品产业已成为我
省的第二大产业。 围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 逐
步形成了粮食、 畜禽肉类、 食用植物油、 水产
品、 果蔬罐头、 精制茶等六大优势加工业， 乳
制品、 调味品等也在加快发展。 全省现有7000
多家食品企业， 其中年产值过10亿元的食品企
业30家， 4家食品企业进入了全省企业100强；
名优产品不断增多， 品牌市场竞争力不断加
强， 食品企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88件， 占全省
的32.9%； 这些， 都为“湘品出湘” 打下来了
坚实的基础。

要闻 ２０13年9月30日 星期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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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柳德新）
今天， 在位于岳阳市屈原管理区凤
凰乡的农业部水稻万亩高产创建示
范片，11066亩超级晚稻“H优518”
均已齐穗， 日渐成熟。 通过机插栽
培， 合理密植， 每亩有效穗达22万
穗。 前来观摩的农业部种植业管理
司副司长陈友权说，超级晚稻“H优
518”机插栽培成功，将极大促进双
季稻全程机械化。

“H优518”是籼型三系杂交水稻
组合，于2011年通过国家审定。2012
年，“H优518” 百亩示范片亩产达

668.1公斤。 记者在现场看到，“H优
518”植株较粗壮，有效穗多。种粮大
户阳岳球说，他采用集中育秧、全程
机械化作业、病虫害专业化防治、测
土配方施肥等技术，6月25日播种，7
月16日机插，9月17日齐穗， 大旱之
年仍有望大丰收。 尽管经历几次大
风，周边其他品种的晚稻多数倒伏，
“H优518”却是株株挺拔。

晚稻机插机收， 一直是南方双
季稻全程机械化的薄弱环节。 省农
业厅总农艺师刘年喜介绍， 超级晚
稻“H优518”，秧龄弹性大，在我省晚

稻当家品种中生育期最短（108天），
亩日均产量最高（4.91公斤），最适宜
作晚稻栽培，以避开在“寒露风”期
间出穗。“H优518” 还具有较强的耐
寒冷、抗倒伏能力，是我省目前最适
合机插机收的晚稻品种。此外，它的
米质、株叶形态、分蘖能力、适应性、
后期落色等特征都表现出明
显优势。

超级晚稻“H优518”由
湖南农业大学、 衡阳市农科
所选育成功， 由湖南神农大
丰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开

发推广。 农业部国家农作物品种审
定委员会认为，“H优518” 适宜在江
西、湖南、湖北、浙江以及安徽等长
江以南的双季稻区作晚稻种植。今
年，我省推广超级晚稻“H优518”22
万亩，省农业厅计划明年推广200万
亩以上。

本报评论员

“作为共产党人， 有话要放到桌
面上来讲。 批评要出以公心、 态度诚
恳、 讲究方法， 要实事求是、 分清是
非、 辨别真假， 切忌从个人恩怨、 得
失、 利害、 亲疏出发看事待人 。” 习
近平总书记在指导河北省委常委班子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活
会上的重要讲话， 是对开展正常党内
民主生活提出的明确要求。

开展正常的党内民主生活， 是追
求基于党性原则之上的广泛共识， 绝
非维系世俗的一团和气。 强调 “有话
要放到桌面上来讲 ”， 就是要求各级
领导干部从党的利益出发， 从人民群
众利益出发， 把话说在明处， 查摆问
题， 找出差距， 实现在共同理想信念
和正确原则上的团结。

党内生活要交心 ， 党内同志要
做诤友 、 挚友 。 总书记的要求 ， 是
对健康党内生活的原则要求 ， 更是
对目前某些党组织不正常党内生活
的警示。

敢于把话摆到桌面上说， 是党性
强的表现 。 开展批评难 ， 难在有私
念。 倘若被人情所困 、 为关系所累 ，
甚至为利益所惑， 心存小算盘， 老想
着为自己 “留后路 ”， 是断然不可能
把话摆到桌面上来的。 开展批评与自
我批评， 必须讲党性不讲面子、 讲原
则不讲关系、 讲真话不讲套话， 基于
善意、 出于公心， 不夹私心、 不泄私
愤 ， 更不能搞打击报复 ， 给人穿小
鞋。

“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 ”， 既

是一种坦诚相见的君子境界， 更是对
党的事业负责的党性体现。 那种 “当
面不说， 背后乱说； 开会不讲， 会后
乱讲” 的做法， 严重违反了集体生活
的原则， 既是对自己不负责， 也是对
组织不负责 ， 给党的事业带来危害 ，
是党内团结的 “大敌”。

把话摆到桌面上讲， 是巩固党内
团结的利器。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员
干部防身治病的利器 ， 是发现问题 、
找出解决问题方法的一剂良药， 是对
同志 、 对自己的真正爱护 。 有问题 、
存在分歧 “藏着掖着 ”， 背后嘀咕的
现象就会多起来， 就会埋下各种是是
非非的种子。 只有把问题 “摆到桌面
上 ”， 把话说到明处 ， 让批评者 “直
言不讳 ”， 让被批评者 “心悦诚服 ”，
真正做到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在思
想交流中增强党性， 达成共识， 提高
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 ”， 就
是当面锣、 对面鼓， 增强党内生活的
政治性、 原则性、 战斗性， 让批评见
实效， 压缩自由主义、 好人主义存在
的空间 ； 就是让大家 “心往一处想 、
劲往一处使， 大事讲原则、 小事讲风
格 ， 勤沟通 、 多补台 ， 一把尺子待
人 、 一个标准行事 ”， 实现在党性原
则基础上的真正团结。

“有话要放到桌面上来讲 ”， 说
到底是大胆使用、 坚持用好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个解决党内矛盾的有力武
器。 这是当前开展好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一个核心举措， 也是促进党
风政风好转， 尤其是解决领导班子风
气问题的不二法门。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乔伊蕾）今
天上午，随着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
建国按下启动按钮，由省纪委、省监察
厅主办的三湘风纪网（http://www.
sxfj.gov.cn/）正式改版上线。这是省纪
委、 省监察厅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开展
反腐倡廉建设的又一重要成果。

改版后， 三湘风纪网构建了新
闻中心、 互动交流、 工作之窗、 廉

政教育 、 资料库和精彩专题的
“5+1” 板块模式， 共计45个栏目。
第一时间权威发布全省纪检监察机
关查办的案件， 及时转发中央纪委

监察部和兄弟省市区纪检监察机关
查办的重大案件； 在网站页面显著
位置设置信访举报窗口， 接受群众
对党员干部违反党纪政纪问题的举

报； 开设了廉政建言、 网络调查等
栏目， 广泛听取广大网民对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建议。

黄建国指出， 近年来， 三湘风
纪网点击量不断攀升， 社会影响不
断扩大。 改版后的三湘风纪网要继
续为我省正面形象宣传发挥作用，
传播好正能量， 唱响主旋律， 扎实
推进反腐倡廉工作。

本报 9月 29日讯 （记者 王曦
通讯员 王悦） 今天上午， 省公安
厅召开全省公安局长视频会议， 省
委常委、 省公安厅厅长孙建国强
调， 要深入贯彻公安部“山东会
议” 和全省深化平安湖南建设会议
精神， 抓好各项工作举措落实， 在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上全面推进平安
湖南建设。

孙建国强调， 要紧紧围绕人民
群众深恶痛绝的突出治安问题， 始

终保持对违法犯罪活动的严打高压
态势， 努力实现社会治安持续稳定
和人民群众安全感稳步提升。 强力
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 坚决整治人
民群众反映的执法不规范问题， 进
一步提高执法办案水平， 提升公安

机关执法公信力。 深入贯彻省委、
省政府 《关于加强和改进基层基础
工作的意见》， 努力在所队建设、
信息化建设与应用、 基础防范和加
强保障上取得新突破。 特别要深入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切实转变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 提
高群众工作能力水平， 努力为群众
服务， 着力打造作风过硬的公安队
伍， 坚定不移地做国家政权捍卫
者、 平安湖南建设者、 公平正义的
维护者、 群众权益的保障者。

孙建国要求， 要认真抓好年
度工作冲刺攻坚， 确保圆满完成
各项任务。 要以国庆安保等为重
点， 扎实做好重大节庆期间的安
保工作。

本报9月29日讯（记者 唐爱平 李
国斌） 今天，《长株潭三市文化交流与
合作框架协议》在长沙签订，长株潭文
化一体化由此迈入一个新的阶段。省
委常委、 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张文
雄出席签约仪式， 要求充分发挥文化
的乘数效应， 做大做强长株潭文化产
业。

长株潭拥有雄厚的文化产业基
础，已形成包括广播影视、出版、动漫
游戏、文娱演艺、文化旅游、文博会展
等在内的文化产业体系。2012年，长株
潭三市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711.5亿
元， 占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六成以
上， 拥有各类文化经营单位67563家，
从业人员约76万人。

长株潭三市签署《文化交流与合
作框架协议》，旨在实现三市文化资源
共享、文化信息互通、文化项目合作和
文化管理协作， 有利于打破地区分割
和行业壁垒，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信
息共享；有利于疏通沟通渠道，增进了
解与互信，合作开发重点文化项目，真
正将三市的比较优势形成集群优势，
共同培育壮大一批骨干文化企业，做

大做强一系列湘字号文化品牌， 孵化
出一大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两型”文
化产品， 将长株潭打造成我省文化产
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和集聚区。 按照
框架协议， 长株潭将建立常态化三市
文广新局局长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
议每年举行一次，由三市轮流举行。

张文雄在签约仪式上提出， 文化
产业是两型产业， 文化产品是公共产
品。 长株潭是湖湘文化的“聚宝盆”，
要顺应天时， 把握地利， 促进“文”
和。 他指出，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 省委提出大力实施文化强
省战略， 文化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
天。 长株潭三市要充分发挥文化的
“乘数” 效应， 抓住国家和省里出台
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三市的
文化优势， 就地取材， 见材取“新”，
扬长避短， 取长补短， 求同存异， 求
同求异， 推动文化大交流大合作大发
展。 要集合文化的力量， 集中挖掘文
化资源， 集约布局文化产业， 集成多
个文化市场主体、 多种文化要素、 多
种文化业态， 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发
展， 做大做强长株潭文化产业。

“长沙-越南岘港”
国际航线开通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许剑伟 胡鄂南） 今天凌晨， 随着
长沙至越南岘港CZ6043次航班飞离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 标志着“长沙-越南
岘港” 国际航线正式开通。 长沙边防检
查站以优质、 高效的服务圆满完成航线
首航入出境边防检查任务。

据了解， “长沙-越南岘港” 国际
航线是湖南与越南间的首条国际航线，
同时也是长沙航空口岸继开通至新加
坡、 泰国 （曼谷、 普吉）、 菲律宾长滩
岛后的第5条东南亚航线。 新航线开通
后， 将加快湘越两地之间的经贸文化交
流， 助推湖南外向型经济发展。

▲ 9月28日， 南华大学船山学院的
学生在参观王船山纪念馆。 当日， 我国
首家由高校设立的王船山纪念馆在南华
大学船山学院开馆。 曹正平 摄

超级晚稻“H优518”机插栽培成功
●亩日均产量4.91公斤，为我省晚稻当家品种之“最”
●有较强耐寒冷和抗倒伏能力，将极大促进双季稻全程机械化

强化信访举报功能

三湘风纪网全新改版上线

部署深化平安湖南建设
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召开

把话摆到桌面上说
———二论开好民主生活会

长株潭合作做强文化产业
三市签署《文化交流与合作框架协议》

吹响“湘品出湘”集结号

2013湖南名优特产博览会开幕

9月28日， 省重点建设项目———常德桃花源大桥建成通车。 陈自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