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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潮大市场———科技产业化中的湖南科研院所现象

4版

无论是人们朝夕相伴的家用
电器、消费类电子产品，还是发展
势头迅猛的电动汽车，其生产或使
用，都离不开锰或动力电池。

湖南，正是全球锰系材料 （电
解锰、四氧化三锰）和动力电池材
料（镍氢电池和锂电池材料）研发
生产的重镇。

而担纲湖南锰系材料与电池
材料研制主力军的，却是一家从科
研 院 所 转 企 改 制 的 高 科 技 企
业———长沙矿冶研究院。

该院镍氢电池材料技术 水
平和高端市场份额稳居国内第
一 ，锂电池材料市场份额居全国
前6位 。

本报4月13日讯（记者 周月桂）
这个季节活跃起来的， 除了蚊虫，
还有青蛙。它们的合唱，是春天里
最和谐的田野之歌。本周天气将转
入升温模式， 春天重回其温柔面
目。

“蛙满塘，稻满仓。”在春风吹拂
的夜晚，青蛙呱呱，集体发表着丰收
祝愿。这一时节，新一轮的耕耘播种
已经开始， 从农人指缝中撒下去的

种子，落入松软湿润的土壤里，等待
着新一年的成长与收获。

今天雨水收敛，气温略升，长沙
天空还隐现阳光。省气象台预计，随
着西南风的加强，14日起，省内气温
将逐日回升，18日前后湖南最高温
可达28摄氏度。

不过， 新一周雨水仍将不时来
访，似有节奏地清洗城市的尘埃，让
你感觉清新。

晨风

一 ，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像空气
一样看似无形 ，但无所不在 、无时不
有———

郴州市区 ，一桩车祸过后 ，车主
十万元钞票随风四散 ， 十多分钟过
后，收回的钱款只差三百元。原来，是
恰好路经此地的两名市民立即停车，
帮着维护现场、捡拾散落的钞票；

沿海某地街头，一位从银行取15
万元现金的妇女急着往回家赶，未料
装钱的口袋破了 ，钱撒了一路 。失主
左右寻找，最终只收回3万多元。

人们思想境界上的差异，势必导
致事件的走向、结局。

二，价值观决定着人的思想取向
和行为选择。

确立怎样的核心价值观，直接关
系着一个国家 、政党 、团体的精神旗
帜和发展道路 ， 深刻影响着一个国
家、政党、团体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倡导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
倡导“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倡导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从国家价

值目标、社会价值取向和个人价值准
则的层面，界定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路径。

这“三个倡导”，体现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要求，又反映了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规定；昭示
着我们党长期奋斗的一贯主张，又确
立了全民族道德规范的行动指南。

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
为凝魂聚气、 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意义不言自明。

三 ，实现 “两个百年 ”梦想 ，需要
精神力量的支撑。

国家强盛， 离不开精神的支撑；
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

中国未来发展，必定是一场向改
革的深度稳步推进的攻坚战。广泛的
社会认同与思想共识，是赢得这场攻
坚战的前提。

实现“中国梦”，注定是一个艰巨

而富有挑战的过程。 在利益多元、诉
求多样的背景下 ，越发需要 “最大公
约数”凝魂聚气。

实现“中国梦”，包含着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双重维度———既有富
强、民主的目标，亦有文明、和谐的理
想 ；既意味着经济繁荣 、政治清明和
法治昭彰的社会建制，也意味着遵纪
守法、崇德尚礼的社会生态。

培育 、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就是让国家 、社会 、个人三个层
面，找到利益契合的“最大公约数”。

四 ，伟大的时代 ，必定是以伟大
的文化作为奠基石。

没有信仰的民族，只会是一盘散
沙 ；同样 ，凡是在世界民族之林拥有
一席之地的民族，必定在思想文化上
既对内具有强大的渗透力、 感召力，
同时也对外界有着较强的辐射力、影
响力。

展望全球未来的竞争，将更多地
表现为文化这一软实力的竞争；走过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将
越来越依赖文化发展的活力。

“中国是电视机出口大国 ，却生
产不出电视机的内容”。 撒切尔夫人
曾经的“评论”，仍是回荡在我们耳边
的警示。

培育属于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
观，就是铸造我们文化软实力的灵魂。

五 ，未来的中国 ，需要竖起自己
的精神旗帜。

置身于全球竞争背景，中国文化
需要捍卫自己的精神之本、道德理想
和价值取向 ，进而整合 、凝聚和提升
民族的“精气神”，高扬起自己的精神
旗帜。

“三个倡导”，承载着国家发展的
目标， 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对接着人类共有的价值准则；期待在

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用中国的发展
实践、民族传统的道路自信和文化大
国的自豪气度，向世界展示新的国家
形象和文明境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中国
文化的 “DNA”； 坚守这种核心价值
观，就能书写出中国这一文明古国在
世界文明中新的辉煌。

六， 物质匮乏不是社会主义，精
神空虚、道德失范更不是社会主义。

透过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发现，
精神世界的空虚，比物质贫穷更可怕。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时代的道德
困惑———当今社会 ，人情冷漠 、拜金
主义 、见利忘义 、诚信缺失等道德失
范现象 ，已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 “精
神雾霾”。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时代的精神
坐标———春节前后，围绕“家风”、“家
教 ”的街头调查 ，引发出人们趋同性

的回答 ，而 “扶与不扶 ”的春晚小品 ，
延伸出全社会对道德 、良心 、责任等
层面的思考。

培育 、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是对道德失范的纠偏、矫正。

大力培育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才能保证通向梦想的道
路“不偏向”，才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发挥出 “压舱石 ”、“定星盘 ”的作用 ，
才能自觉围聚在“国家好、民族好，大
家才会好 ”的理念下 ，汇聚起全民族
实现共同理想时的磅礴力量。

七 ，道德的力量 ，蕴涵于每个人
的行为中。

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贵在知行合
一；思想只有被人内化于心并外化于
行，才会具有恒久生命力。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细胞”，是连
接个体与社会、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的关键点，是人们接受教育最直接和
便利的渠道。

弘扬和践行良好家风，打通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的衔
接血脉 。家风正 ，则民风淳 、政风清 、
党风端。 （下转5版）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唐婷 ）
4月12日至1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到衡东县调研
指导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 并与全省部分县市区委书记
座谈， 要求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立足高标
准严要求扎实推进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韩永文，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 省委派驻
衡阳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督导组组长杨泰波参加调研。

根据省委安排， 徐守盛在第二
批教育实践活动中联系一个市、一
个县，分别是衡阳市、衡东县，这已
是他今年第二次来到衡阳调研指导
教育实践活动。调研中，徐守盛一行
深入到衡东县大浦镇堰桥村、 新塘
镇等地，实地考察基层组织建设、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等情况， 就扎实推
进教育实践活动面对面听取基层干
部群众的意见。

13日下午， 徐守盛在衡东县与
全省部分县市区委书记进行座谈，
衡东、宁乡、岳阳楼、桑植、资兴、中
方等6个县市区就学习焦裕禄精神、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开展教育实
践活动情况发言。

“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在焦裕禄
精神的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每
次学习，无不油然而生一种责任感、
紧迫感、忧患感。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永不过时、
永远在路上。” 认真听取大家的发
言后，徐守盛联系自己各个阶段的
工作经历， 结合自己所学所思所
获，为县市区委书记们上了一堂生
动的党课。

“焦裕禄精神所承载的，是一个
党员干部应有的公仆情怀、 求实作
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徐守盛
指出，县市区委书记们，都要以焦裕
禄精神为镜子、以“三严三实”为标
尺，对照对照，是不是把全县的村子
都跑到了，是不是深入下去了，解决

了多少问题， 又有多少问题带回来
研究，找到治本之策没有。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践行
‘三严三实’要求，不能停留在喊喊
口号上， 更不能满足于说起来头头
是道、做起来花拳绣腿，而要成为一
种追求、一种风气、一种自觉。”徐守
盛指出， 县市区委书记作为本县域
改革发展稳定的第一责任人， 既是
一个标杆，也代表一种导向，要坚持
深学、细照、笃行，切实把焦裕禄精
神和“三严三实”要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以自身的实际行动和模范
表率， 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发挥好示
范带动作用。

“希望大家修好‘六德’：为党为
民的政德、务实创新的职德、为人处
事的人德、清正廉洁的廉德、以身作
则的公德、家庭和睦的美德。”徐守

盛强调， 县市区委书记要把坚定党
性作为固本之基， 进一步加强党性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一心为民作
为终身信条，坚持公平公正处事、公
道正派用人、胸怀坦荡待人，坚持公
权姓公、公权为公、公权为民；把求
真务实作为重要能力，脚踏实地、真
抓实干，不贪眼前之功、不图个人之
名，多干打基础、利长远、惠民生、顺
民心的事； 把责任担当作为职业操
守，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问题，
不怕得罪人、 不怕丢选票、 不怕失
“人缘”；把清正廉洁作为从政底线，
既守住大节，也防好小节，坚持以制
度管事、管权、管人，时刻慎独慎微，
始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为人民掌
好权、用好权。

“如果有的同志少吃几顿高档
宴席，少喝几瓶高档酒，出差少住几

次高档酒店， 就能为群众解决几件
烦恼事，老百姓一辈子会念你的好，
感谢党的恩情。 老百姓不一定记得
你提的口号， 但一定会记得你在任
时帮他们打了一口井、修了一条路、
筑了一道堤、架了一座桥、建了一所
学校……” 徐守盛希望广大基层干
部时刻把百姓的冷暖疾苦放在心
上，多干实事、出实绩。

徐守盛最后强调，要从“严”上
要求、向“实”处着力，以焦裕禄精神
和“三严三实”要求组织推进教育实
践活动，着力在“较真”上下功夫，坚
持见物见人， 以群众满意为最终评
价标准， 扎实推动教育实践活动走
向深入；要统筹兼顾，突出抓发展、
促改革、奔小康，突出惠民生、促和
谐、保稳定，突出抓班子、带队伍、正
风气，突出抓党建、打基础、强基层。

本报4月1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胡贺波 周伟） 记者今天从
省审计厅获悉， 该厅与省财政厅联
合发文部署公共财政收入征管检查
工作，将重点查处收“过头税（费）”
等违规行为， 制止为片面追求财政
收入增幅、 排位而虚增财政收入的
行为。

省财政厅、 省审计厅将以重点
抽查和集中检查的方式， 根据收入
预算执行情况， 对公共财政收入月
度间增长异常的市州、 县市区进行
不定期的重点抽查；并于今年年中、

年底（至明年初），分别选择部分市
州、县市区进行集中检查。重点查
处收“过头税（费）”（如寅吃卯粮，
过度征税等做法）， 以及将国有土
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等政府性基金
收入混入公共财政预算管理等违
规征管行为。

据悉， 检查结果将在全省范围
内进行通报， 对存在违规行为的市
州、县市区，将通过扣减一般性转移
支付资金等方式予以惩处； 对检查
未发现违规行为、管理规范的市州、
县市区，将给予专门奖励。

本报4月13日讯（记者 白培生）
“观看影片让我精神上受到了震撼，
心灵得到了洗礼。虽然时代变了，工
作条件变了， 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的为民情怀不能变。”“要有焦裕禄
同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 摒弃
特权思想。”……4月9日，郴州市委
常委会成员集体观看影片《焦裕禄》
后，展开了热烈讨论。据了解，这是
郴州开展“学习焦裕禄， 争当好公
仆”主题活动的重要一环。

如何把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
为一条红线， 贯穿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始终？ 郴州市以各级领
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 精心部
署了“学习焦裕禄，争当好公仆”主

题活动， 广泛开展包括组织一次观
影活动、开展一次集中学习讨论、进
行一次对照检查、 开展一次察民情
解难题活动、 推介一批先进典型等
“五个一”活动。

郴州市委书记向力力告诉记
者，郴州正处在“大干新三年，再创
新辉煌” 的收官之年和郴州起飞的
关键时刻， 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和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就要对
照焦裕禄精神深学、细照、笃行，要
用焦裕禄精神攻坚克难。 同时要结
合当前的时代特征和当前干部工作
的特点，把“学习焦裕禄，争当好公
仆”活动具体化，在郴州发现、培养
一批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构筑全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

徐守盛在衡东县调研指导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扎实推进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

4月1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衡东县大浦镇调研，登门到堰桥村村民家中座谈。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省财政、审计部门将对财政收入征管进行检查

收过头税虚增收入为查处重点

郴州开展学习焦裕禄主题活动

暖春，青蛙集体发表丰收祝愿
本周最高温可达28摄氏度，雨水让你感觉清新

新材料领舞市场
———长沙矿冶研究院产业化之路

夏似飞

4月13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在衡东县组织召开
全省部分县市区委书记座谈会 ，要
求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
三实”要求，这充分体现省委对县市
区委书记这支队伍和县市区教育实
践活动的高度重视。

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历史和
实践反复证明， 一个国家、 一个民
族、一个政党，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
基础，一打就垮；但如果没有伟大精
神支撑，更会不打自垮。焦裕禄精神

所承载的， 就是一个党员干部所应
有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
和道德情操。“三严三实”， 既坚持了
党的优良传统，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
涵，与焦裕禄精神等一系列优良传统
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在新的历
史时期，弘扬焦裕禄精神、践行“三严
三实”要求，永不过时、永远在路上。

县域虽小，五脏俱全。县市区委
书记作为本县域改革发展稳定的第
一责任人，既是一个标杆，也代表一

种导向， 一定要努力做焦裕禄式的
好党员、好干部，以自身的实际行动
和模范表率， 使学习弘扬焦裕禄精
神 、践行 “三严三实 ”要求成为一种
追求、一种风气、一种自觉。

“希望大家修好 ‘六德 ’。”县市
区委书记既是一个可以大展身手的
重要平台， 同时也是一个面临较多
诱惑、需要经受各种考验的岗位。要
成为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就必
须要勤修为党为民的政德、 务实创

新的职德、为人处事的人德、清正廉
洁的廉德、以身作则的公德、家庭和
睦的美德， 把坚定党性作为固本之
基，把一心为民作为终身信条，把求
真务实作为重要能力， 把责任担当
作为职业操守， 把清正廉洁作为从
政底线。既要守住大节，也要防好小
节，堂堂正正做人,干干净净做事。要
有 “功成不必在我 ”的胸怀和境界 ，
多干经得起实践检验、 经得起人民
和历史检验的业绩。

■短评 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投资东帝汶，湘企准备好了吗

3∶0完胜青岛中能，湘涛保持不败 8版

伍氏一门皆楷模
退休父母、两个儿子共助寒门学子

2版

77岁老人自考32年获4个本科文凭 5版

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