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为推介会现场。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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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记者 田甜 唐婷）今天
下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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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贯彻全国党委
中心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推进会中部片会精神，研究部署相关
工作。

省领导杜家毫、陈求发、孙金龙、李微
微、郭开朗、陈肇雄、许又声、韩永文、孙建
国、易炼红、张文雄、于来山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是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
按照全国党委中心组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座谈会提出的要求，将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纳入各级
党委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以重要讲话精
神武装我们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

一要突出学习主题。 全省各级党委中心
组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作为学习主题，在前段学习的基
础上，着力在深化上下功夫，进一步加深对
讲话基本内涵、立场观点方法、内在联系和
科学体系的理解，进一步增强“三个自信”，
进一步指导、 推动和做好湖南的各项工作。
省委常委中心组要带好头，做好示范。

二要增强学习实效。 要坚持联系湖南实
际抓学习，以讲话精神为指针来推动我省各
项工作。 当前，重点要联系我省改革发展的
实践抓学习，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科学谋划我省全面
深化改革工作， 打好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战；
要联系正在开展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抓
学习，特别是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兰考
重要讲话精神，把弘扬焦裕禄精神贯穿教育
实践活动始终，大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确保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效。

三要健全学习长效机制。 要按照中央和
省委规定，认真抓好党委中心组学习“自学、
听讲、发言、研讨、小结、通报”等六个环节要
求的贯彻落实，不断推进党委中心组学习规
范化、制度化；积极创新和完善党委中心组
学习的方式方法，注重运用新载体、新平台
特别是互联网， 努力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加
强组织领导、检查考核和指导服务，切实抓
好两年一次的全省党委中心组学习督查。

会议要求，认真学习贯彻第二批教育实
践活动推进会中部片会精神和赵乐际同志
在湘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我省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一要始终坚持高标准开展教育实践活
动。 组织党员、干部把中央规定的书目学深
学透，真正受到深刻的思想洗礼；坚持敞开
大门、全过程开门，把问题找准找实；真正把
问题谈开谈透， 把民主生活会开实开好，使
批评和自我批评有“辣味”；坚持开门搞整改，督促第二批活动单位不折不扣
抓好专项整治任务落实，推动第一批活动单位围绕落实“两方案一计划”全
面开展自查自纠。

二要进一步深入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大力践行“三严三实”要求。在全
省深入开展“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做新时期好党员、好干部”主题活动，引
导党员干部以焦裕禄精神为镜子、以“三严三实”要求为标尺，带头学深悟
透、深查细照、笃行实改，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坚持经常性的自我剖析、自我
批评、自我反省。 突出抓好县委书记这个重点，教育引导他们把焦裕禄作为
立身立行立言立德的标杆和榜样，选树一批优秀县委书记典型。

三要坚持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充分发挥党员领导干部示范带动作用。
所有省级党员领导干部和省委领导小组成员都要在原有基础上， 进一步深
入到联系点调研指导，带头讲党课、谈学习认识和体会；常委班子成员更要
带头示范。 严格落实一把手负责制，建立一把手抓一把手的推进机制，推动
各级一把手充分发挥好受教育和抓活动两个主体作用。

四要切实加强分类指导，确保每个层级每个单位都取得实效。 坚持从实际
出发，根据不同层级、不同领域、不同对象，有针对性地加强具体指导，防止一刀
切、一锅煮；强化对市县的重点指导，坚持市县先行、梯次展开、压茬进行原则；
强化对各领域的分类指导，明确具体的目标、任务载体、措施，明确不同层级、不
同环节的推进节奏；强化对行业系统的具体指导，采取一些富有行业特点的工
作措施，切实解决各个行业系统在“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 各级活动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强化问题导向， 加强分析研
判，及时研究解决措施，使各个环节、每项工作都做扎实、做到位；各级督导
组要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加强对重点工作、环节、对象的督导，及
时发现问题，有效传导压力。要坚持两手抓、两促进，将开展教育实践活动与
深化改革、制度创新及各个层面巡视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推动当前工作、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能力相结合，真正把开展活动的成效
体现到推进党的建设和促进科学发展上来。

徐
守
盛
主
持
召
开
省
委
常
委
会
议
传
达
贯
彻
中
央
精
神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系
列
重
要
讲
话
精
神

扎
实
推
进
第
二
批
党
的
群
众
路
线
教
育
实
践
活
动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唐婷 ）
4月21日至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央组织
部部长、 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赵乐际， 深
入我省调研指导教育实践活动， 出
席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在长
沙召开的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推进会中部片会。 赵乐际
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 切实做到“五个准确把
握”， 认真践行“三严三实” 要求，
聚焦解决“四风” 问题， 把高标准
落实到教育实践活动全过程， 确保
取得群众满意的实效。

中组部副部长陈向群主持会
议，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组长周声
涛出席会议并发言， 中组部秘书长
高选民、 中央第一巡回督导组副组
长沈红光出席会议。 省委书记、 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参加会议并
发言， 省领导孙金龙、 郭开朗、 许
又声、 韩永文参加调研或会议。 省
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山
西、 内蒙古、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广东、 广西、 海南等省 （区）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负责人及相
关市、 县委书记参加会议并发言。

4月21日下午， 赵乐际专程来
到韶山市实地调研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开展情况。 在韶山村， 他亲
切看望了87岁的老党员刘秀华， 在
村部和韶山市、 乡、 村三级干部及
党员代表面对面座谈， 听取基层意
见、 建议。

“要我说， 教育实践活动搞得
好！ 我家开了个小商店， 以前一些
干部要求开假的办公用品的发票，
还要多开。 现在这种情况再也没有
了。”

“市里组织党员干部看 《焦裕
禄》， 看完我们都流泪了。 作为一名
党员， 我深深感到， 老百姓的认可
就是最大的荣誉。”

“教育实践活动不能一阵风，
希望形成长效机制， 尤其要重视基
层。”

座谈中， 干部和党员代表结合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情况， 讲变化、
谈体会、 提建议， 掏出了“心窝
话”。

“人民群众就是我们的镜子。”
赵乐际认真听取大家发言， 不时插
话交流。 他要求韶山市各级扎实推
进教育实践活动， 加强学习教育，
深入查找问题， 坚持边查边改， 开
好民主生活会， 用好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武器， 不断改进作风， 建立健
全为人民服务的长效机制， 把基层
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让群
众真正看到变化。 通过教育实践活
动的开展， 推动韶山科学发展、 可
持续发展， 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
好， 让人民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

在22日召开的第二批教育实践
活动推进会中部片会上， 赵乐际发
表了重要讲话。 他强调， 要真正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
在河南省兰考县调研指导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中央规定的书目学深学

透， 读原著、 学原文、 悟原理， 坚
定理想信念、 增强宗旨意识。 要大
力弘扬焦裕禄精神， 对照先进、 查
找差距、 解决问题。 要真心诚意听
取群众意见， 深刻剖析存在问题，
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坚
持边学边改、 边查边改、 立行立改。
市县领导班子、 领导干部要把自己
摆进去， 树立标杆、 当好示范。 要
建立一把手抓一把手的推进机制，
加强领导和分类指导。 督导组要坚
持标准、 严格把关。 要坚持两手抓、
两促进， 以改进作风的新成效， 汇
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力量， 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徐守盛在发言中说， 第二批教
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 湖南在党中
央的正确领导和第一巡回督导组的

有力指导下，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兰考
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 从严从实抓
各项任务的落实， 确保活动高质量
开展、 高标准推进。 省委始终把教
育实践活动紧紧抓在手上， 在落实
领导责任上从严从实， 充分发挥了
书记和督导组长两个一把手的示范
推动作用； 在学习教育上从严从实，
务求深学细照笃行； 在听取意见上
从严从实， 确保高度聚焦“四风”；
在上下联动整改问题上从严从实，
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下一步， 湖
南将认真落实这次会议要求， 把教
育实践活动往深处抓、 往实处抓，
取得群众满意、 中央认可的实效。

在韶山调研期间， 赵乐际一行
还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了花篮，
瞻仰了毛泽东同志故居。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贺佳
龙文泱 冒蕞）酸甜可口的野生蓝莓
果干、果汁、果酒，带着森林芳香的
坚果、菌菇、林蛙油、人参……今天
上午， 被誉为“中国林都” 的黑龙
江伊春市把小兴安岭的珍藏“搬”
到长沙， 以现场品鉴的形式， 向长
沙市民推介伊春丰富的绿色食品和
森林生态旅游资源， 进一步加强伊
春与长沙乃至湖南在食品、 旅游产
业等方面的互利合作。

当天举行的 2014林都伊春
（长沙） 绿色食品品鉴暨森林生态
旅游推介会上， 来自伊春的15家食
品企业现场展示了9大类200余种
产品， 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原生态森
林食品， 引得沃尔玛 （湖南） 百货
有限公司、 步步高商业连锁有限责
任公司等湘企代表频频驻足品鉴。
“养生类食品、 饮品很受长沙消费
者欢迎， 我们一直在寻找合作伙
伴， 特意过来看看。” (下转5版②)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杨柳
青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孙金龙
在长沙会见了吉尔吉斯斯坦共产
党人党干部考察团一行。

考察团由吉共中央委员会主
席、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马萨利耶夫
率领，此次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的邀请来我省进行为期3天的参观
考察。

孙金龙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他说，
湖南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自然资
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发展
有良好基础。 当前，湖南正认真贯
彻落实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按照中央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加快
推进“四化两型”和“四个湖南”建
设， 与吉尔吉斯斯坦合作空间很
大。 希望双方以此次访问为契机，
进一步加强人员往来，深化矿产资
源开发、农业生产、文化教育等领
域合作，扩大合作成果。

马萨利耶夫说，吉中两国互为
邻居，历史渊源深厚，合作前景广
阔，相信“丝绸之路经济带”建成
后，将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此次
来到毛主席故乡，亲眼目睹了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希望与
湖南进一步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
赢。

今起迎入汛以来最强降水
雨水汹涌， 出行请注意安全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 4月下旬春天已暮， 雨
水不再是“润物无声” 的软绵模样， 逐渐变得强势起来。 省气象台的天
气预报说， 24日至25日， 湖南将迎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

新一周以来， 天气一直不明朗， 雨水下下停停， 天气预报说， 未来
几天， 雨水不仅不会停， 而且会下得更大一
些。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叶成志说， 未来七
天， 我省阴雨日数较多， 湘中以北降水较
强。 (下转5版③)

两型生活 美丽家园
社区作为最基层的组织，最贴近群众生活。 两型社区的

示范创建，直接影响到两型社会建设全局。 今天，本报“两型
生活 美丽家园”大型系列报道聚焦两型社区示范创建。

在荷花池社区、在银孔围社区村落，“两型”新生活成为
时尚；而安沙社区的两型生活馆，正在政府的主导下加以推
广。 省两型办每年组织的“两型社区”评比等活动，让两型理
念广泛传播，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们，共创共享两型美好生活。

详见4版

月桂聊天

林都伊春来长推介
绿色食品生态旅游

赵乐际在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推进会上强调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强力扎实推进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

4月21日， 赵乐际同志来到韶山市韶山村， 亲切看望老党员刘秀华。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孙金龙会见
吉尔吉斯斯坦客人

本报4月23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孙军军 黄俊） 记者今天从
国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由
国家开发银行担任“综合融资协调
人”、国开证券任主承销商的“14娄
底债”、“14郴州债”、“14张家界经投
债”三支“债贷组合”类企业债券，均
为7年期，于本月中旬以阶段性低点
利率水平成功发行。 募集资金将用
于三地共11个棚户区改造及配套设
施建设，总面积约154万平方米。

利用债券融资支持棚改项目，
“债贷组合”是国家发改委去年下文
高度肯定并力推的创新模式。 截至
目前，国内已成功发行的6支“债贷
组合”企业债中，我省占4支（除上述
娄底、郴州、张家界外，另一支为全
国首发的“13岳阳城投债”），共募集
金额63亿元，领跑全国各省市区。

据了解，“13岳阳城投债”自去年
7月发行以来， 岳阳11个项目中已有
云梦新城等8个完工。 (下转5版①)

“债贷组合”支持棚改
湖南一马当先

为国家发改委力推的融资新模式；国内已成功发行的
6支同类债券中，我省占4支，募集资金63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