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
次全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以深化改革
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总书记
的讲话， 再次表明了我们党改进作风、惩
治腐败的坚强意志和坚定决心，为新时期
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指明了
总体思路和工作方向。

深化改革，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法宝
和基本经验。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

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要求把反腐倡
廉工作与各项重要改革措施结合，以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最大限度地减
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 从源头上治腐。
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建立健全惩
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

划》， 对今后一个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

刚刚过去的2013年 ， 中纪委着眼全
局、聚焦主业，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
作风，不断加强纪检监察自身建设。会员
卡全面清退、 议事协调机构有序清理，机

关内设机构整体调整，巡视工作进一步改
进……一整套“铸剑”、“磨剑”举措，让纪
检监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更加明确，力量更
加集中，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进一步夯实了基础。

（下转11版④）

我省金融业加大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

去年新增贷款2448.7亿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张彬）今天，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公布了去年湖南金融运行情况，
全省存贷款总量稳步增加， 金融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融资渠道不断拓宽，为我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提
供了有力支持。

2013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2.69万亿元，同比增长16.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个
百分点。全年新增存款3725.6亿元，同比多增21.7亿元。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81万亿元，同比增
长15.9%，快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全年新增贷
款2448.7亿元，同比多增264.2亿元。其中，地方法人金
融机构市场份额快速扩张，全年新增贷款690.9亿元，同
比多增140.8亿元；市场份额达28.2%，比上年提高3.0个
百分点。 （下转11版②）

2013年国税收入
突破1500亿

收入规模全国排名第15位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余锦钟

万尚真）今天召开的全省国税工作会议传出消息，2013
年全省国税部门严格依法治税，认真落实国家各项税收
政策， 有力地促进了国税收入增长和税收收入质量提
升，2013年全省国税部门组织入库收入1507亿元，同比
增收170亿元，增长12.7%。收入增幅排名全国第五位和
中部6省第一位，收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15位，比上年
提升1位。

去年我省国税部门依法治税，切实加强税收征管和
税收稽查， 全年共检查纳税人4971户， 查补各项收入
15.01亿元，收缴假发票295.75万份；各地积极落实省政
府“宁可压缩支出也决不收过头税”的要求，根据税源状
况变化共调减税收任务30亿元左右， 确保国税收入质
量提高。 （下转11版①）

移动4G商用在即
4G手机规模上市，长沙80%市

区已覆盖4G信号
4G网速最快超过100M， 比目

前的3G快10倍以上
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陈凡军 ）

今天，记者从湖南移动获悉，1月17日，全球首款移动4G
千元智能手机酷派8720L登陆湖南，移动4G苹果5S、5C
也在同一时间上市。

1月中国移动将有23款移动4G手机上市销售，包括
苹果、三星、HTC、索尼、LG、酷派、中兴、华为等知名品
牌，产品覆盖高中低各个档次，能够全面满足各类人群
的消费需求。

为迎接4G时代到来， 湖南移动率先奏响了4G在湖
南商用的“前奏曲”，在品牌打造、网络建设、4G体验、业
务应用、资费设计、终端销售等方面同步发力，真正体现

“国际主流，快人一步”。 （下转11版③）

徐守盛会见正大集团
董事长谢国民

本报1月16日讯（记者 夏似飞 田甜）今天晚上，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长沙会见了泰国正
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一行。

徐守盛对正大集团高层来湘洽谈农业合作表示欢
迎。他说，正大集团拥有先进的发展理念和管理技术，多
年来与湖南有着良好的合作。 湖南农业发展历史悠久、
资源丰富、科技创新优势突出，发展现代农业市场广阔、
潜力巨大。湖南愿与正大集团进一步延伸领域、加大力
度、拓展空间，在特色优势农产品、农业人才培训、食品
安全、生物医药、小城镇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

谢国民说，正大集团在湘发展势头良好。希望与湖
南在农产品生产购销、深加工等方面深化合作，带动更
多湖南农民致富。

省领导韩永文、张硕辅会见时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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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16日讯 （记者 田甜 杨柳青
刘勇 通讯员 吕运涛）今天，省委农村工
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
调， 要深刻领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牢
牢守住“底线”、“红线”，大力推进和深化
农村改革，不断增强我省农业农村发展新
动力， 激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活力。省
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作工作报告。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作总结讲话，省领
导黄建国、李微微、郭开朗、陈肇雄、孙建
国、张文雄、徐明华、张硕辅、武吉海出席。

徐守盛指出，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
神、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是我们做好“三农”工作的强大武器和
基本遵循。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体会中
央关于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大战略思
想和部署，认真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
神，紧紧抓住新时期我省农业农村工作面
临的重大机遇，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思我省
“三农”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促
进“三农”工作再上新台阶。

徐守盛强调，全省上下要按照中央和
省委的要求，牢牢守住“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和我省的耕
地红线，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既抓
产量，又抓质量；既抓存量，又抓增量；既
抓总产，又抓单产；既抓规模，又抓效益，
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确保我省粮食生
产稳定发展，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更
大贡献。 要像保护母亲那样保护耕地，继
续做好基本农田永久保护划定工作，坚决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我省耕

地红线。要充分挖掘粮食增收潜力，继续
加强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粮食
科技支撑，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政府
抓粮的积极性。要着力抓好农产品质量和
食品安全，把好源头关，建立健全从田间
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制度，
用标准化生产和品牌效应来确保产品质
量和食品安全。

徐守盛强调，要大力推进和深化农村
改革，为农业农村发展提供动力、增强活
力。 一要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
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二要
积极稳妥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切实加强土
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 建立健全县、
乡、村三级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服务和纠
纷调解仲裁体系， 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市
场，推动土地经营权等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公开、公正、规范运行。三要创新农业经营
体系。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
效实现形式，在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
户承包权、 放活土地经营权方面积极探
索、大胆改革，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
为基础、合作和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
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
系。四要加快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积极探
索将县级部分行政执法权委托下放到乡
镇，增强乡镇政府在第一线治理经济社会
事务的能力，稳步推进合乡并村；加快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走多渠道、多类型、多元
化发展之路。

徐守盛要求， 立足推进新农村建设，
培养造就一批新型农民队伍，让农业成为
有奔头的产业， 让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要提高
农民， 加大新型农民队伍的教育培训力
度；富裕农民，切实增强农业产业、农民身
份、农村环境的吸引力；扶持农民，强化对
农业的支持保护。

徐守盛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
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发展和完
善村级民主自治机制，着力化解农村社会
矛盾，强化抓“三农”工作责任，把落实党
的惠农政策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作为衡
量领导干部执政水平的重要标志，确保落
实惠农政策不缩水、不流失、不走样。

杜家毫指出，过去一年，全省上下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在省委的领导
下，夺取了抗灾抢险的全面胜利，农业农村
保持总体向好、 稳中有进， 为全省大局稳
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杜家毫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时
的重要讲话为指导，全面深化农村各项改
革，以改革创新精神抓好“三农”工作。要
坚定不移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推动以
“百城千镇万村” 为代表的新农村建设试
点、以“百企千社万户”为纽带的现代农业
生产组织建设、以“百片千园万名”为重点
的科技兴农示范工程， 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创新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努力缩
小城乡差距，大力培育新型农民，打好新
一轮扶贫攻坚战。当前，要切实抓好今冬
明春“三农”工作。一要抓紧冬春水利和安
全饮水工程建设，确保26大类冬春水利建
设重点项目大部分要在今年3月底前完
工；进一步加大“五小”水利建设力度以保
障开春农业生产和安全度汛；优先解决好

去年因干旱导致的全省330万农户的饮水
困难，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二要做好
春季农业生产准备和加强冬种作物管理。
把春耕备耕及早稻生产作为当前最为紧
迫的工作来抓，做好各种灾害性天气的应
急准备。三要抓好冬春造林绿化和森林防
火。 突出抓好因旱成灾未成林的补植补
造， 春节期间要确保不发生大的森林火
灾。四要做好冬春动物防疫工作。五要加
强扶贫济困和农村维稳。精心安排好困难
农户过冬和春节生活，开展农村社会治安
专项整治，确保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孙金龙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危机
意识和问题导向， 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形
势，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的部署要求上来。 以粮食生产为重点，
大力发展主要农产品生产；以农产品加工
业为重点，强化招商引资，提高农业产业化
水平；以创新农业经营体系为重点，积极稳
妥推进农村改革； 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
件和人居环境为重点， 加快推进新农村建
设； 以加强科技创新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
重点，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以促进农民增
收和公共服务为重点，切实改善农村民生；
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和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为重点，完善乡村治理机制。要着力创新方
式方法，把“三农”发展与分类指导全面建
成小康、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城镇
化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协调推进。

会议表彰了全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先进单位。会上，各市州政府向省政府
递交《防汛抗旱工作责任状》、《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工作目标管理责任状》、《森林防
火责任状》。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新动力 激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活力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长召开
徐守盛杜家毫孙金龙出席并讲话

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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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1月16日，长沙火车站，旅客进站上车。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龚晟 摄影报道

图② 1月16日凌晨， 长沙火车站，6岁的小旸在列车的窗户边和前来送行的
父亲道别。小旸和外婆一起去东北过年，车票是小旸父母半夜在网上购买的。

童迪 摄
图③ 1月16日，长沙汽车南站的工作人员搀扶一位腿脚不便的老年乘客进站。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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