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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田甜 唐婷）今天
上午，省委中心组（扩大）集体学习，中共中央
台办、 国务院台办主任张志军应邀就当前对
台形势作专题辅导报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徐守盛主持，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
毫参加学习。

省领导黄建国、李微微、郭开朗、孙建国、
易炼红、张文雄等参加学习。

张志军在报告中深入分析了当前台海形
势和两岸关系， 深刻阐述了中央对台工作的
大政方针， 科学判断了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
方向和趋势， 明确指出了下阶段对台工作的
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 报告具有很强的理论
性、政策性和针对性、实践性，对科学研判和

准确把握当前对台形势，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
下的对台工作，具有重要指导和促进作用。

“湘台历史渊源深厚，人脉资源广泛，湖
南对台工作是全国对台工作中的重要一环。”
徐守盛要求， 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两岸一家亲”理念，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对台
工作大政方针，认真执行中台办、国台办对台
各项工作要求， 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对台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增强做
好对台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主动性、创造
性， 不断提升对台工作水平， 推动湘台大交
流、大合作、大发展。

“要真正做到湘台两地‘感情上心连心，经
济上手牵手’。”徐守盛要求，紧密结合湖南实

际，谋划和推动全省对台交流合作。以优势资
源为依托，以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为平台，以制
度建设为保障，加强湘台经济、文化、教育、历
史、人文、旅游等各个方面的交流合作，扩大湘
台人员往来规模，推动湘台交流常态化、长期
化、长效化。特别要大力促进湘台经贸合作，举
办好第十届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加强湘台产
业对接合作，抓好全省重点台资项目建设，做好
沿海台资企业转移承接工作， 吸引更多台商来
湘投资兴业。要依法保护台商投资权益，切实维
护台胞合法权益， 真正让广大台胞在湖南放心
投资、安心创业、开心生活。要扎实有效开展赴
台交流参访活动， 充分展示湖南开放发展的良
好形象，让湖南走进台湾，让台湾了解湖南。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唐婷 田甜）今天
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听取省委6个巡视组对部分省直单位开展巡
视情况的汇报。他强调，要坚决与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实
履行和推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和切实发挥巡视这把
反腐“利剑”作用，用最坚决的态度和最果断
的措施惩治腐败、刷新吏治。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省委常
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出席。

省委高度重视巡视工作，今年以来已先
后就强化巡视工作组织领导、建立省委巡视
组长库、充实巡视工作力量、理顺巡视干部
管理体制等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决策部署
和具体安排。 今天的会议是省委今年第5次
专题研究巡视工作。

徐守盛指出，省委这轮巡视，抓住了省
直单位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
节，严肃认真、火力集中，发现了问题，强化
了监督，形成了震慑。要清醒认识当前反腐
败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进一步增强政
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严肃对待和
深刻反思巡视出来的问题， 决不能熟视无
睹、见怪不怪，更不能避实就虚、高举轻放。

徐守盛强调， 要强化巡视成果运用，切
实推动整改落实到位。要严肃认真、严谨负
责地抓好巡视反馈，直指问题、开门见山、一
针见血，切忌和风细雨、不痛不痒。要强化单
位“一把手”的整改主责，对明显违纪违规问
题不纠正不查处不整改的， 要严肃追责。要

抓住问题线索不放，做到件件有着落，对巡
视发现的问题线索，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
事部门要抓紧研究， 依纪依规分类处置，查
找原因、提出措施，强化督促整改。对反映不
实的要及时澄清。

“要让巡视真正成为反腐的‘利剑’和发
现问题的‘尖兵’。”徐守盛强调，要加大改革
创新力度，始终直面问题，练就“火眼金睛”，
真查问题，查真问题，围绕“四个着力”，进一
步聚焦主业、抓住要害，突出重点人、重点事
和重点领域，聚焦聚神聚力发现问题；要创
新方式方法，坚持灵活机动，坚持常规巡视
与专项巡视有机结合，适时采取“点穴式”、
“巡查式”、“回访式”巡视，不发预告，不打招
呼，哪里问题集中就巡视哪里，谁问题突出
就巡视谁，什么问题严重就专门盯紧什么问
题，不让有问题的人心存侥幸，不让腐败分
子有可乘之机；要充分整合资源力量，综合
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的成果，
积极探索运用民主测评、民意调查、明查暗
访、网上征询等新手段新方式，提高问题线
索的精准度和成案率。

“巡视监督不是请客吃饭，不仅要有亮
剑的勇气，还要有亮剑的本事。”徐守盛要求
巡视干部进一步坚定党性、敢于担当、坚持
原则、公道正派，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切实增强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政治敏锐和能力水平；要强化“执纪者先守
纪律、监督者先受监督”的理念，严明纪律，
从严要求，切实防止“灯下黑”；要关心爱护
巡视干部，为巡视工作提供良好条件。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冒蕞 张斌）今天
上午， 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
长沙闭幕。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会议并
讲话。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应邀出
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主持第二次
大会，省政协副主席刘晓、王晓琴、杨维刚、
欧阳斌、赖明勇 、葛洪元和秘书长袁新华
出席。

会议通报了各讨论组讨论情况， 通过了
拟提交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的“全面推
进社区矫正工作，提高我省社会治理水平”建
议案（草案），通过了相关人事事项。

陈求发指出， 中共湖南省委贯彻落实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精神，态度坚决，措施得力，
各项改革正在稳步推进。当前，我省改革已进
入深水区和攻坚期， 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增强工作责任

感和使命感，理清改革任务，特别是用好动态
管理机制，咬定改革目标，把改革事项一项一
项落实，一步一步推进。政协工作要不断适应
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 不断促进履职能力现
代化。 （下转3版①）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冒蕞 张斌）今天
下午， 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举行学习讲座。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主持。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建国应邀出席
并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专题报告。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王晓琴、杨维刚、欧阳
斌、赖明勇、葛洪元和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陈求发强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社会各
界积极支持、共同努力。全省各级政协组织
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和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决策部署，积极支持和配合省
纪委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要切实增强政治意
识、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切实强

化政协自身的作风建设， 加强学习修养，筑
牢思想道德防线， 严格遵守党纪、 政纪、法
律、法规，自觉接受各方面的监督。要带头践
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围绕我省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积极献计献
策，引导各界别群众充分认识中共中央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意志，
为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凝聚共
识、营造良好氛围。

黄建国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
效，剖析了我省纠正四风和反腐败工作存在
的问题和薄弱环节，介绍了下一步深入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安排。

（下转3版②）

本报9月1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杨柳青
张笛 通讯员 杨坚）“锦绣湖南，浪漫崀山”。
今天上午，2014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在世
界自然遗产地邵阳市新宁县崀山开幕。省委
副书记孙金龙出席并宣布开幕。胡彪、肖雅
瑜、何报翔等领导出席。

本届旅游节由开幕式及邵阳系列活动、
旅游节系列主题活动、市州旅游节相关活动
等三大板块构成。开幕式当天，长沙、株洲、
湘潭、衡阳、娄底、岳阳、怀化、永州、邵阳、自
治州等10个市州82家A级旅游景区免费向
各地游客开放。其中，邵阳市自旅游节开幕
之日起， 将举行为期10天的免费游活动，全
市所有A级景区实施门票全免优惠， 采取门

票网上预订方式执行。据悉，旅游节期间，我
省其他13个市州也将推出独具特色、风格各
异的旅游节会活动。

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旅游节
注重培育新品牌，选址在邵阳和郴州两地举
办主要活动，就是要加快湘南地区旅游业发
展，助推湖南打造旅游新品牌，不断满足旅
游市场需求。

副省长何报翔在致辞中说，随着2014年
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在崀山拉开序幕，精彩
纷呈的系列活动也将在全省陆续展开。活动
的成功举办，一定能让大家充分体验到锦绣
潇湘的无穷魅力，感受到快乐湖南的无限活
力，留下美丽、难忘的记忆。 （下转3版③）

“恒安纸业”五期投产
年产能达到30万吨，明年达产后产值

有望逾50亿元
本报9月16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罗勇）9月15

日， 投资12亿元的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五期项目投产
运行。该项目建成，将使“恒安纸业”在常德新增年产能12
万吨，总额达到30万吨。2015年达产后，公司可新增年产
值20多亿元，总额有望突破50亿元。

湖南恒安纸业有限公司由恒安国际集团投资， 坐落
在国家级常德经开区内。公司现有员工2000余人，主要
生产经营以进口纯天然木浆为原料的“心相印”牌系列高
档生活用纸，去年完成产值26.3亿元，上缴税金1.43亿元。
今年1至8月，已完成销售收入15.58亿元，上缴税金1.23
亿元，目前市场状况良好。

（下转3版④）

9月16日 ，长
沙南至南昌西的
G636次高铁驶入
长 沙 南 站 站 台 。
当天，沪昆高铁南
昌至长沙段开通
运营。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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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对台工作
推动湘台大交流大合作大发展

徐守盛主持 张志军作专题报告 杜家毫参加

十一届省政协常委会
第七次会议闭幕

陈求发出席

徐守盛在听取省委巡视组巡视情况汇报时强调

亮巡视“利剑”
真查问题查真问题

省政协常委会举行学习讲座
陈求发主持

2014年湖南国际旅游节崀山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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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社会合力打击“伊斯兰国”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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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创新是发展、振兴之本；创业是成功、致
富之道。从开办家庭作坊到下海经商，从股市
里淘金到互联网弄潮， 回望中国30多年改革
开放的历程，就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创新史、创
业史。

如今，告别了曾经的高歌猛进，中国经济
正步入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
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新常态”阶
段。今年以来，我省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持续增
大，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不轻、发展质量提升

的压力不小、 激发增长动力的手段不多的重
大挑战。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如何激发新的内生
动力？

9月15日，全省创新创业大会以电视电话
会议形式开到乡镇一级， 吹响了全民创新创
业的号角。这是我省积极适应新常态，推进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的务实举措，展现了省委省
政府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处变不惊的决策

定力。
“更姓改物，以创制天下。”推进全民创新

创业，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全
社会形成兴业创业的鲜明导向。

封闭保守是退步，小富即安会落后。在“湖
南精神”中凸显创新至上、创业伟大的时代风
貌，形成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让创
新成为每个人的价值取向和自觉行动。

（下转7版）

奏响全民创新创业的大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