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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田甜）今
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
取关于省委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第一阶段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
部署相关工作。

省领导杜家毫、孙金龙、黄建国、
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许又声、韩
永文、孙建国、易炼红、张文雄、于来
山、武吉海参加会议。

去年10月以来，我省按照中央统

一部署和要求，集中开展了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第一阶段的清理工作，
对在1978年至2012年6月间制定的近
10万件省委各类文件，进行了全面梳
理、筛查，将其中855件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列入清理范围，分别提出了
废止、宣布失效、予以修改、继续有效
的处理意见。

会议指出，做好党内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清理工作，对于维护党内法规
制度的协调统一，推进党内法规制度

建设， 全面提升党的建设科学化水
平，增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都有着重
要意义。 会议强调，一定要认真贯彻
中央《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
例》等文件规定，在第一阶段工作的
基础上，继续深入抓好党内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清理的后续工作，全面加强
党内法规制度建设。 要着力提高党内
法规制度的制定质量，确保党内法规
制度的针对性、指导性、可操作性和
严肃性；要进一步完善党内法规备案

制度，切实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优，
有件必审、有审必严，坚决消除个别
“红头文件”违法违规现象，维护党的
形象和公信力；要建立健全定期清理
和即时清理机制，实现清理工作的经
常化、制度化、规范化；要健全党内法
规制度执行机制，确保把每项党内法
规制度都执行到位。 同时，各级党委
及相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党内
法规工作机构，为开展党内法规工作
提供有力保障。

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研究党内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清理工作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贺佳
冒蕞）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在主持召开湘江流域保
护与治理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时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湖南省
湘江保护条例》，统筹做好全流域
水资源管理、 水域岸线和自然生
态建设等工作，群策群力、坚持不
懈地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这项关
乎当前和长远发展、 关乎子孙后
代的大事。

副省长张硕辅， 省政府秘书
长戴道晋出席。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一号重
点工程”落实相关情况汇报，审议
通过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实施方案》和《湖南省湘江保护协
调委员会工作规则》。

杜家毫说，历届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湘江保护与治理工作，
取得明显成效。 但湘江保护与治
理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必须按
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 进一步统
一思想，及时研究新情况新变化，
处理好湘江流域水资源管理保护
与合理利用的关系，喝水、蓄水、
用水、 治水的关系以及水质保护
与航道运输的关系。

杜家毫强调， 要认真贯彻落
实《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通过

湘江的保护带动“一湖四水”的保
护与治理工作。要科学开发利用水
资源，推进现有水库、山塘的清淤
扩容，建设湘江流域控制性调蓄工
程，推进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五
小水利”工程建设，加强饮用水源
地保护。 要加强河道岸线管理，加
强防洪工程建设，规范河道采砂管
理， 取缔非法占有水域岸线行为，
统一、 科学调度流域内重点水库、
水电站。 要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
强化水土保持、湿地保护、植树造
林和生态公益林保护，推动垃圾和
污水处理设施向农村延伸，保护好
流域水生物资源。要构建长效管理
制度，建立以用水总量控制、用水
效率控制、 水功能区限制纳污控
制、水资源管理责任和考核为主的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及水环
境保护、河道及航运管理、生态保
护等制度；率先建立流域生态补偿
制度， 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
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
对环境保护责任要终身追究；建立
流域综合执法机制。

杜家毫要求， 牢固树立流域
“一盘棋”思想，明确责任分工，加
大资金投入， 动员全社会广泛参
与， 确保湘江保护与治理各项工
作顺利推进。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冒
蕞 通讯员 肖双成）树木青翠、湖
水清澈， 湖畔上一对对新人在冬
日如画的风景中用相机定格彼此
的幸福瞬间。 这是12月25日记者
在洋湖湿地公园看到的美丽景
象。 5年来，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先
后打造洋湖生态新城、滨江新城、
梅溪湖国际新城等生态怡人、功
能齐全的两型城区， 成为领衔全
省两型城市建设的“标杆”。

2007年， 长株潭城市群被批
准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
试验区。 2008年1月， 长沙市决
定在河西的大片区域建设两型社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先导
区， 并组建长沙先导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全权负责运营区域内洋
湖生态新城、 滨江商务新城 、
湘江新城等城市建设项目。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始终将
“两型” 理念和标准贯穿规划建
设全过程。 区域内新建筑物严格
依照国家绿色建筑一星标准建
设， 力争二星级绿色建筑占比达
到30%以上； 与中节能等环保企
业合作， 在长沙布局建设比传统
空调节能30%-50%以上的水源
热泵集中供冷供暖系统；

（下转8版①）

长沙大河西先导区
成“两型”标杆

计划投资70亿元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杜家毫在湘江流域保护与治理委员会
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

群策群力 坚持不懈
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实施方案》获通过

“一号重点工程”
再添指导性新规

●全面解决流域内1339万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题
●重点推进湘江水资源管理保护、 水域岸线保

护及生态保护
●实行水资源管理行政首长负责制

晨风

（一 ） 今天 ， 是毛泽东同志诞
辰120周年纪念日。

12月26日 ， 对于当代中国人来
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抚今追昔 ， 一代伟人的丰功伟
绩和卓著功勋， 像一座不朽的丰碑，
让人怀思久远。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是中国各族人民深深拥戴的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战略家和理论家，
是中国共产党 、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创建者和领
导人。

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 是为了
牢记一个伟大民族的艰辛探索 ； 纪
念这位时代伟人 ， 是为了追寻植根
我们民族内心的精神依托 ； 纪念这

段壮阔的历史 ， 是为了激荡中华儿
女对于国家、 民族的责任和使命。

（二 ） 毛泽东是近代以来中国
最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 ， 是领
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民族命运和国
家面貌的一代伟人。

毛泽东出生的时代 ， 西方列强
主宰世界 ， 殖民主义完成了对几乎
整个世界的占领与掠夺。 近代中国，
国运衰落 ， 自鸦片战争起的百余年
历史里 ， 西方列强时而企图联手瓜
分之 ， 时而企图独享之 ， 整个民族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

人 ，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 历尽
28年浴血奋战 ， 推翻了三座大山 ，
最终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 。
自此 ， 新生的人民中国 ， 擎着强大
民族自尊 ， 屹立于世界东方———中
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 ， 属于中国 ， 同样属于
世界。

新中国的诞生 ， 引起了世界历
史和世界政治格局前所未有的一场
重大变革———世界所有被剥削 、 被
奴役的民族谋求自身独立与解放 ，
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 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 ， 成为

了这一历史巨变的聚光点。
这 ， 就是毛泽东所象征的世界

意义。
（三 ） 毛泽东的一生 ， 与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 休
戚与共。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自成立之日起 ， 中国共产党就
把追寻 、 筑就 、 实现全民族的 “救
国梦 ” 、 “建国梦 ” 、 “强国梦 ” 、
“复兴梦”， 作为矢志不渝的追求。

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第一代
中国共产党人 ，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

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 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
道路 ， 领导人民赢得了真正意义上
的国家独立 、 民族解放 。 占世界人
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 ， 真正掌握了
自己的命运。

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
的毛泽东思想 ， 是中国共产党对马
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伟大贡献 ， 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支
柱。

邓小平同志曾指出 ： “没有毛
主席 ， 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
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 毛主席最伟

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
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 ， 指出了中
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这是毛泽东不朽的历史功勋。
（四） “站起来了” 的中国， 更

要 “富起来”、 “强起来”。
“为有牺牲多壮志 ， 敢教日月

换新天”。 风雨砥砺越战越勇的中国
共产党人 ，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废墟上 ， 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建
设规律的伟大实践。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
领导集体 ， 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 进行了社
会主义改造 ，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 ， 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
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 为当代中国
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和制度基础。 （下转8版③）

缅怀毛泽东 共筑中国梦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冒蕞
贺佳）今天下午，湘江流域保护和
治理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
通过了《〈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实施方案》，成为继《湖南省湘江
污染防治第一个“三年行动计划”
实施方案》之后，推进省政府“一
号重点工程”的又一指导性文件。
《方案》提出以“保证水量、优化水
质、改善生态、畅通航道”为总目
标，通过10年左右时间，努力打造
湘江流域“山青、岸绿、河畅、水
净”的优美环境。

据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介绍，
《〈湖南省湘江保护条例〉 实施方
案》侧重于对湘江的保护，并围绕
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水域岸线保护
和生态保护等方面明确了我省近
期要推进的4大块、17项重点任务。

在加强河道治理， 增强河道
防洪和航运安全保障方面， 将重
点推进流域内病险水库除险加固
及中小河流重要河段治理， 湘江
航道系统治理， 严格涉河项目行
政审批， 全面加强河道采砂管理
等工作。

在强化水资源保障， 确保生
活生产生态用水安全方面， 重点
推进因地制宜新建一批重点骨干
水源工程和骨干山塘、 微型集雨
工程，新增蓄水能力18.46亿立方
米， 全面解决流域内1339万列入
国家规划内人口的饮水不安全问
题， 加快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进
程， 建立饮用水源地核准和安全
评估制度， 优化流域和区域水资
源调度方案、 应急调度预案和调
度计划等工作。 （下转8版②）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贺佳 冒
蕞）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
毫在长沙会见了复星集团董事长郭
广昌一行。

复星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综合类
民营企业集团之一，目前在我省投资
兴办了一批企业和项目。

杜家毫欢迎郭广昌一行来湘考察
投资。 他说，近年来，湖南交通等基础

设施不断完善，农业基础得到巩固，工
程机械、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迅速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快推进，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发
展环境日益优化。 当前，湖南正着力把
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

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
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
势，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作为民营企业
的优秀代表， 希望复星集团抓住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特别是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的机遇，积极参与湖南经济建设，

不断拓展、深化与湖南的合作，共同把
毛主席的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郭广昌说，在国家实施中部崛起
战略的大背景下，湖南未来发展令人
看好。 复星集团将进一步加大在湘投
资力度，积极寻求在医药、地产、金融
等领域的合作。

副省长何报翔及省政府秘书长
戴道晋参加会见。

杜家毫会见郭广昌

水电八局年装机投产破千万千瓦
30台水电机组、2台火电机组，创下单个企业年装机投产数量和容量世界纪录

本报12月2５日讯（通讯员 全红
庞卡 记者 李伟锋）中国水利水电第
八工程局有限公司今天传出消息，由
该公司安装的云南糯扎渡水电站3号
机组已于日前正式投产发电。 至此，
水电八局今年共完成国内外30台水
电机组、2台火电机组的安装投产任
务， 总装机容量达1030.5万千瓦，创
下电力行业单个企业年装机投产数
量和容量世界纪录。

据水电八局总经理朱素华介绍，
今年安装、投产的30台水轮机组，全部
是一次充水成功、一次启动成功、一次
过速成功、一次并网成功、一次试运行

成功，且机组振动、摆渡、运行瓦
温等相关技术参数， 达到或优于
厂家设计要求和国家标准。

作为我国水电工程建设的
“领头羊”，多年来，水电八局在
电力工程建设、 机组安装等领

域，具有较强实力，创造了多项中国
乃至世界纪录。 尤其在大型发电机组
安装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快速安
装技术， 先后承担了五强溪电站、四
川二滩电站、三峡电站等大型水电工
程的建设和机组安装。 在国内，由水
电八局安装的发电机组，总容量已超
过3500万千瓦，为中国水电装机容量
跃居世界第一作出了突出贡献。

近年来，水电八局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先后承担了越南西山、宣光、
波夏河等5座电站，柬埔寨甘再、沃代、
额勒赛等4座水电站，缅甸耶涯、道耶
坎，以及印度竹拉兰、巴基斯坦马兰坎
III、加纳布维、乌干达布贾卡里等水电
站的机组安装；另外还承建了孟加拉、
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马来西亚等国
的7座火电站的建设、安装工程。 该公
司在国外承建、 安装投产的发电装机
容量达到700万千瓦。

12月25日， 长沙市南湖路湘江隧道通车。 南湖路隧道是长沙市第二条湘江隧道， 隧道采用双洞单层形式， 分为南北两线双向四车道穿越湘江， 全线约
6公里， 设计行车速度50公里/小时。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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