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陈东风 龙辉明）长沙市从东
到西将建设2条贯穿全市的公路主
动脉，总长达436公里。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该局目前
正在进行长沙南横线和北横线的公
路规划设计前期工作，即日起至9月
底，该局将广泛征集沿线乡镇、园区、
群众对南、北横线规划的意见。

按照长沙市交通部门的初步设
想， 南横线和北横线拟在长沙市
南、 北两边分别规划建设两条贯通
东西的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80公

里/小时，主车道为双向6车道，平交
道口设辅道， 控制路幅宽60—80
米，两线全长约436公里，估算总造
价200亿元。规划将南、北横线建成
长沙市南北两端的城市景观轴线、
新型城镇化交通生态走廊和新的工
业经济增长带。

南横线拟东起浏阳文家市镇，
经大瑶、杨花、枨冲、普迹、镇头、跳
马、暮云、湘江大桥（新建）、坪塘、大
屯营、花明楼、资福、老良仓、樟木
桥、 沙田、 龙田， 止于去往娄底的
X027线（规划省道S218）， 全长约

246公里。
北横线拟东起浏阳市大围山

镇，经沿溪、淳口、沙市、果园、安沙、
北山、茶亭、铜官、湘江大桥（新建）、
靖港、格塘、朱良桥，止于益阳泉交
河，全长约190公里。

据介绍， 长沙道路网络南北纵
向交通较发达， 而东西横向连接相
对欠发达， 主要依靠长浏—绕城—
长益高速公路及现有的G319这两
条主骨架。 长浏—绕城—长益高速
公路与地方网辐射联系有限， 而现
有G319国道经过长沙市市区，拥堵

现象比较严重。
南、北横线规划建设，有利于加

强长沙市东西方向的宁乡、望城、长
沙县、浏阳几个地区的快速连接。同
时，可进一步加强与株洲、湘潭、娄
底、益阳以及江西等外省市的联系，
降低运行成本， 减少燃油消耗和尾
气排放。

目前， 长沙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已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了南、 北横
线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单
位。争取9月底前完成工可审批，12
月底前完成初步设计。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李勇）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 崇高
的事业需要榜样的引领。 在湖南日
报创刊65周年之际， 由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主办的 《穿越时空的力量》
老典型精神座谈会今天在长沙举行。
曾经影响、 激励过一代代三湘儿女
的老典型及所在地区和单位的代表
齐聚一堂， 畅谈昨日的荣光， 展望
未来的发展。

老典型精神不老历久弥新

自7月21日起， 湖南日报每天
用一个整版篇幅， 推出“穿越时空
的力量———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 大型系列报道， 先
后刊发15期， 生动再现老典型历久
弥新的动人故事， 感受老典型在新
时期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壮美情怀。

座谈会上， 老典型及所在地区、
单位的代表先后发言。 龙山县洛塔
自然保护区管理站站长刘德栾已在
造林护林的路上跋涉了20多年。 他
说： 只要我工作一天， 就要坚决把
森林守护好。 “‘南有新田’， 既镌
刻着过去， 也指引着我们的将来。”

新田县委书记唐军告诉大家， 凭着
一股子不甘落后的精气神， 湖南现
代家俬航母将在这个偏远小县全新
起航。 “过去我们搬掉3座石山造良
田， 今天我们村又建成了一条5米宽
的通乡水泥马路。” 邵东县野鸡坪村
支书周玉龙感慨， 野鸡坪艰苦奋斗
的精神一定能够代代相传。

老典型精神永驻的秘诀何在？
吉首市十八湾村支书龙把银说：

“人的精神战胜天。 当年十八湾村人
修路靠的是不折不挠的精神， 今天
依然凭着这种精神在脱贫致富的路
上披荆斩棘。” 常德鼎城区蔡家岗镇
党委书记冀万喜认为， “蔡家岗精
神” 诞生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 也
必将创新在二次创业的征程中。 韶
山灌区工程管理局原局长曾纪鑫提
出，“奉献、奋斗、 创新、 发展” 的韶
山灌区精神永远是灌区人民的宝贵
财富。

讲好湖南故事，传播正能量

“老典型精神是我们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之一。”

（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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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唐婷）
今天下午， 省委召开视频会议， 部
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二
批活动单位整改落实、 建章立制环
节和第一批活动单位深化整改工
作。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强调，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为指针， 高标准严要
求抓好活动第三环节各项工作特别
是整改工作， 以钉钉子精神着力解
决突出问题， 用百般诚意和实际行
动回应群众关切， 使活动成效真正
惠及广大群众。 省委副书记、 省长
杜家毫主持会议， 省政协主席陈求
发出席。

省领导孙金龙、 黄建国、 李微
微、 郭开朗、 陈肇雄、 许又声、 孙
建国、 易炼红、 张文雄、 于来山等
出席。 会议在各市州、 县市区设分
会场， 会上观看了衡东县新塘镇宋
坪村党支部专题组织生活会暨民主
评议党员大会视频短片。

徐守盛充分肯定教育实践活动
在我省开展以来取得的阶段性成
效， 要求对活动开展中还存在的过
关思想和松懈情绪、 用形式主义反
对形式主义等问题保持清醒， 高度
重视。 他指出， 整改落实、 建章立
制环节， 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决定
性、 关键性环节， 特别是第二批活
动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具体， 直接
关系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一定要
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和要求， 始终
保持锲而不舍的劲头， 切实抓好第
三环节各项工作， 尤其要把整改工
作抓紧、 抓细、 抓实， 做到思想不

放松、 标准不降低、 力度不减弱。
徐守盛强调， 全省各级党组织

和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
求， 以钉钉子精神着力解决突出问
题。

一要持续用力解决“四风” 突
出问题。 清醒认识“四风” 问题的
顽固性、 复杂性、 反复性， 对顽瘴
痼疾下猛药、 出重拳、 持续抓， 防
止变形变异、 反弹反复； 坚持分层
分类抓整改， 既主动“对号入座”、
着力解决共性问题， 又注重从普遍
性问题中找到特殊性问题， 有针对
性地抓好整改落实。

二要下大气力解决关系群众切
身利益问题。 群众反映的不管是小
事、 具体事还是“老大难” 问题，
目前能解决的， 要采取有力措施及
时解决； 对情况复杂、 涉及面大、
久拖不决的， 要坚持上下联动、 整
合资源， 创造条件逐步加以解决；
对暂不具备条件、 一时无法解决
的， 要耐心细致地做好解释工作。
不能让群众的意见建议石沉大海，
不能冷了群众的心。

三要攻坚克难解决好基层联系
服务群众问题。 要结合实际， 认真
落实省委就夯实基层基础提出的一
系列新要求新举措； 要整合力量和
资源， 整顿建强基层组织， 选好配
强带头人， 落实完善民主管理， 健
全服务群众体系， 真正让基层党组
织“建起来、 用起来、 活起来、 强
起来”。 要进一步严格党内组织生
活， 每个基层党组织都要把“三会
一课” 等优良传统坚持好、 发扬

好， 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用起
来。 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
都要深入到基层党组织， 加强对组
织生活会的指导， 使广大党员在有
质量的党内生活中经受党性锻炼和
精神洗礼。

四要坚决纠正“为官不为” 不
良作风。 对各类“为官不为” 的
“懒政”、 “怠政” 行为， 要加大问
责力度。 要树立正确用人导向， 坚
持“从政必须有为， 无功就是过
错”， 尤其要把发展意识牢不牢、
担当精神强不强、 改革魄力大不
大、 工作作风实不实， 作为评价、
检验、 选用干部的重要标准。

徐守盛要求， 始终坚持打好专
项整治攻坚战， 以重点突破推动作
风整体好转。 各地各单位要抓紧修
改完善专项整治方案， 在认真对接
落实已有专项整治任务、 搞好查漏
补缺的基础上， 把中央新增加、 我
省尚未纳入的整治项目， 以及中央
和省委有关文件中明确的整治村
(社区)等基层干部办事不公、 损害
群众利益等违法违纪行为特别是涉
黑涉恶问题， 纳入专项整治范围。
要严格对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
求， 逐项逐个进行自查自纠， 不达
目的不罢休。 要对专项整治工作进
行全面评估， 逐项验收过关， 同时
要把专项整治、 反对“四风”、 整
改落实等情况纳入巡视监督的重要
内容， 强化正风肃纪。 对顶风违纪
的要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又追究
相关领导的责任。 要注重从实际出
发， 在经常抓、 抓细致、 抓长效上

下功夫， 有针对性地建立健全相关
制度， 坚决防止搞“制度作秀” 等
形式主义倾向， 强化制度的贯彻执
行， 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
性。

徐守盛要求， 始终坚持一以贯
之， 毫不放松抓好第一批活动单位
的深化整改。 统筹抓好两批活动的
整改工作， 做到上下联动、 前后衔
接， 相互配合、 共同推进， 确保在
每个层级每个单位都取得实效。 第
一批活动单位要进一步强化整改责
任和措施， 趁热打铁、 一抓到底，
坚决防止各类问题反弹回潮、 变通
变异， 坚决避免“雨过草皮湿， 风
过草抬头”。 省委将对省直机关各
单位整改落实情况再次进行评估，
整改进展和成效再次向社会公示。

徐守盛强调， 要始终坚持加强
领导、 强化督导， 确保活动不走
偏、 不散光、 不虚空。 要坚持领导
带头、 示范在前， 对整改不力的，
首先要找“一把手” 说事。 要坚持
从严从实抓好督导， 各级督导组要
继续发扬敢当“包公”、 敢唱“黑
脸” 的精神， 提高督导水平， 聚焦
重点难点任务， 层层传导压力。 要
坚持开大门、 真开门搞整改， 使整
改落实始终置于群众监督之下。 要
坚持两手抓、 两促进、 两不误， 把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贯穿活动始终， 把整改落实、 建章
立制与推动中心工作结合起来， 用
作风建设成果增强改革发展动力，
用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检验教育实践
活动成果。

新华社长沙8月13日电 （记者
明星） 地处内陆的湖南省当前正处
于推动全面改革的关键时刻， “洛
塔十八勇士”、 韶山灌区10万建设
者、 “平江县将军之乡” 等一批老
典型的回访与挖掘， 引发了社会的
激荡和讨论。

《穿越时空的力量》 老典型精
神座谈会13日在长沙举行， 曾经影
响、 激励过一代代三湘儿女的老典
型及所在地区和单位的代表齐聚一
堂， 畅谈昨日的荣光， 热议今天的
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 湖南涌现了
许多在全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地方
和群体典型， 如战天斗地改变贫困
落后面貌的新田、 艰苦奋斗让“水
之忧” 变身“水之喜” 的安乡、 10
万建设者10个月“创造水利建设史
上壮举” 的韶山灌区工程、 天坑引
水改善生产和生活的“洛塔十八勇
士”、 千年石山上开出高产稳产良田
的邵东县野鸡坪党支部等。

更令人赞叹的是， 安乡县老县
长罗贻斌， 当年他有“3件宝”： 单
车、 胶鞋加草帽。 凭着这“3件宝”，
他踏遍全县。 30年前他因病去世
时， 仅给家里留下300元积蓄， 全
家挤在上世纪60年代搭建的两间茅
屋里。

累倒在“挂壁天路” 修筑工地
上的吉首市十八湾村老党员麻国任，
临终时没有给妻儿叮嘱家事， 只说
出这样的遗言： “把我埋在路边，

我生不能修好路， 死也要看着公路
进村！”

老典型们把一面面精神之旗，
插在了三湘四水， 给人们留下耀眼
夺目的岁月之“金”。 回忆起1965
年战天斗地的豪迈场景， 76岁的韶
山灌区管理局原局长曾纪鑫依然激
情满怀。 他说： “那时候没有什么
机械设备， 10万建设大军硬是肩扛
手提， 搬走了一座座山包， 填平了
一条条沟壑， 架起了一座座渡槽，
凿通了一个个隧洞。 那种奋斗精神，
真叫气壮山河！”

与曾纪鑫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
18岁的湘乡姑娘戴中桂， 她当时刚
刚订婚就参加了修建韶山灌区的战
斗， 她先后三次推迟婚礼， 直到所
有工程结束才步入婚姻殿堂。

老典型的魅力在哪里？ 曾纪鑫
斩钉截铁地说， 艰苦奋斗是永恒的
真谛， 尽管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但
艰苦创业、 奋力拼搏的精神不能丢。
吉首市十八湾村支书龙把银说， 当
前仍然需要继续发扬老典型牢记宗
旨、 心系群众的公仆精神， 着力破
除“四风” 之弊， 挂念百姓安危冷
暖。

龙山县洛塔自然保护区管理站
站长刘德栾的回答更干脆： “老典
型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奉献精神
绝对不能忘记。”

“老典型被重新挖掘， 让中老
年人倍感亲切， 也让年青一代为之
心动。 （下转4版①）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曾若冰 罗云峰） 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安排， 继省直部门
集中公开部门预算和“三公” 经费
后， 我省正式启动省级重大产业类
专项资金全过程公开试点工作， 省
财政厅授权本报从14日起陆续公
布试点专项的管理办法或申报指
南。 这标志着我省2014年预算公
开工作全面深化。

据省财政厅介绍， 选择部分省
级重大产业类专项资金试行全过程
公开， 是要通过全面公开， 引导社
会广泛参与、 引入社会监督， 切实

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绩效。 具体将
实施“五公开”， 也就是制度办法、
申报流程、 评审结果、 分配结果、
资金绩效等全过程公开， 14日首

先公布2014年移动互联网产业发
展专项资金的申报通知。

欧阳金雨

8月12日， 充满正能量的一幕在
长沙地铁2号线万家丽广场站内发
生： 某公司职员陈小姐在乘坐地铁
时， 粗心地将一个装有840万元支票
和重要文件的白色袋子遗失在站内。
就在她急得快崩溃时， 保洁阿姨李
桂莲捡到失物， 完璧归赵。 此事经
湖南日报及@湖南日报官方微博报
道后， 引来众多网友 “点赞”。 （8
月13日 《湖南日报》）

报道中， 李阿姨面对巨额支票
的淡定 ， 言语间将心比心的善良 ，
被人称赞后腼腆温暖的微笑……无
不令人感动。 网友为她 “点赞”， 是

人之常情 ， 而笔者认为 ， 网友的
“点赞”， 同样值得赞美。

有句话讲： “赞美， 是美德的
影子”。 点赞之 “赞”， 就好比向别
人竖起大拇指 ， 传递支持的信号 ，
表达积极的情绪， 慰藉人心唤起行
动。 这也是为什么， 今年6月长沙公
交好司机程文翔捡5斤黄金还失主，
引发网友竞相点赞； 前几日， “切
糕王子 ” 阿迪力·买买提吐热带着
5000公斤切糕驰援鲁甸后 ， 激发各
地市民竞相购买他的切糕。

“点赞” 可赞， 因为它让抱怨
与戾气少一些、 更少一些； “点赞”
更该赞， 因为它使鼓励与包容更多
一点、 再多一点。

省委召开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部署视频会

以钉钉子精神解决突出问题
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关切

徐守盛讲话 杜家毫主持 陈求发孙金龙等出席

湖南挖掘“老典型”
为时代精神补充“正能量”

讲好老典型的新故事
《穿越时空的力量》老典型精神座谈会举行

三湘快语

为“点赞者”点赞

省级重大专项试行全过程公开
省财政厅授权本报今天起陆续公布

详见7版

长沙市拟建南横线和北横线
为贯通东西的城市快速路，两线全长436公里，估算造价200亿元

泉交河 朱良桥 格塘 靖港 湘江大桥（新建） 铜官 茶亭 北山 安沙 果园 沙市 淳口 沿溪 大围山

X027线 龙田 沙田 樟木桥 老良仓 资福 花明楼 大屯营 坪塘 湘江大桥（新建） 暮云 跳马 镇头 普迹 枨冲 杨花 大瑶 文家市

北

北横线

南横线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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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报道———

5版巴陵邹老：“我是书虫、书丐”

2版

鲜为人知的珍贵记忆
———“水电湘军”扬帆海外的故事

新“国十条”展现五大民生亮点 7版

乘高铁去看山背花瑶梯田 6版

两线途经地点示意图
长长
沙沙
市市
区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