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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举行的全省环
保产业供需对接会上，20多
个重点项目签署环保供需合
同，总投资额达158亿元。 省
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
省政协副主席杨维刚出席对
接会， 并考察了现场展示的
环保设备和环境治理技术。

据省环保厅介绍， 我省
已初步形成跨领域、 跨行
业、 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环
保产业体系。 一批先进环保
设备和环境治理技术相继投
入应用， 为保护群众身体健
康、 改善生态环境提供了重
要保障。 2013年， 全省环保
产业产值突破千亿， 成为我
省又一个千亿产业， 规模位
居全国前10位。

对接会上， 来自省内外
的150多家环保企业展出了
各自最新技术和产品。 陈肇

雄在参观时， 详细询问有关
企业技术创新、 市场占有、
治污效果等情况， 希望企业
加强技术创新， 加快科研成
果转化， 着力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

陈肇雄指出， 湖南正在
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人
民群众对环境质量要求逐步
提高， 环保市场空间迅速扩
大， 为环保产业发展带来前
所未有的机遇。 要通过健全
政策体系、 拓展投融资渠
道、 规范市场秩序等措施，
为环保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环
境。 希望环保企业立足产业
基础和优势， 加快转型升
级， 推动产业向规模化、 高
端化、 集群化发展。 加强供
需对接、 产学研联动、 国际
国内合作， 努力提升产业合
作水平， 推动环保产业科学
跨越发展。

本 报 10月 21日 讯
（记者 李伟锋 ） 今天，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
陈肇雄在长沙会见了来
湘参加“湘江论坛” 的
外国嘉宾。

这些嘉宾包括意大
利前副总理弗朗西斯
科·鲁泰利、 牙买加驻华
大使拉尔夫·托马斯、 意
大利驻华大使馆参赞饶
塞佩、 波兰驻华大使馆
参赞尤兰塔·伊瓦尼茨
卡以及新加坡、 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 斯里兰卡、
欧洲之友政策部等国家
驻华外交使节和有关国
际机构负责人。

陈肇雄对各位嘉宾
来湖南参加“湘江论
坛” 表示欢迎， 简要介
绍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他指出， 近年
来， 湖南在加快经济发
展的同时， 努力改善民

生、 优化生态环境， 大
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 全省城镇化率年均
增长1.25个百分点。 这
次“湘江论坛” 以“城
镇化国际合作 ” 为主
题， 是湖南学习世界各
国城镇化成功经验的难
得机会。 在座的各位嘉
宾在各相关地区、 相关
领域有广泛的影响， 希
望嘉宾们对湖南的城镇
化建设多提宝贵意见 ，
并通过这次来访， 进一
步了解湖南 、 推介湖
南， 促进湖南与各位嘉
宾所在国家、 地区和相
关机构的交流合作， 实
现互利共赢。

会见中， 弗朗西斯
科·鲁泰利等嘉宾与陈肇
雄就城镇化建设、 环境
保护、 转型发展、 文化
旅游等共同关心的话题，
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晒晒整改成绩单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李寒露）近
日，在常德市汉寿县坡头镇，辐射6个乡
镇、 可解决18.5万居民饮水安全问题的
沅泉地表水厂的取水、输水、净水及配
水工程已完成，一个月后即可实现全自
动化供水。 教育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常
德市根据群众意见建议，收集、整理了
一大批民生问题抓紧解决。 其中， 饮水
安全问题被列为“幸福常德”一号工程，
现已解决80余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力争
近两年内全面解决。

常德市找准“四风”问题、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问题和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问题，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成效。 各级各部门统筹推进53项
专项整治任务整改落实。 全市清理清退
超标配公车327辆， 清理腾退办公用房
6.7万平方米，停建楼堂馆所16个。 压缩
会议31.3%、文件17.4%，减少简报和内
部刊物280个、 评比达标表彰活动479
个，撤销各类领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
1111个，文山会海、检查评比泛滥得到
遏制。 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04项。
查处“吃拿卡要”问题10个，“庸懒散拖”
问题212个，在项目审批中搞暗箱操作、
权力寻租问题5个， 在专项转移支付资

金分配中搞暗箱操作、 权力寻租问题6
个。 县、乡镇、村三级共建立便民服务中
心1798个，775个单位公开和简化了办
事程序，查处办事刁难群众典型案例15
件，群体反映强烈的“门难进、脸难看、事
难办”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针对落实惠民政策缩水走样和侵害

群众利益问题， 常德市开展专项整治，共
查纠城乡低保错保漏保8453人，新增城乡
低保59389人； 查处违规纳入农村危房改
造19人、违规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173人；
查处落实惠民政策优亲厚友、以权谋私案
件16件、22人。在征地拆迁方面，查处损害
群众利益问题10个、13人； 在涉农利益方

面， 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90个、119人；
在涉法涉诉方面，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
13个、20人；在安全生产方面，查处损害群
众利益问题21个、40人；在环保方面，查处
损害群众利益问题13个、13人；在教育、医
疗卫生方面， 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48
个、100人。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乔伊蕾） 今天，第二届“第
二故乡情———江永知青文化旅游节”暨“长沙知青下
放江永50周年纪念活动”在长沙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谢勇、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出席开幕仪式。 谢
勇、刘晓表示，知识青年是有理想、能吃苦的一代，他
们那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让大家对今天的幸福
生活倍感珍惜。 要以开展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搭建联
谊平台，寄托亲情，弘扬文化，让知青精神激励鼓舞
更多的人。

此次文化旅游节活动由江永县委、县政府和“第
二故乡情” 长沙联络处联合举办， 旨在弘扬吃苦耐
劳、求真务实、自强不息、回报社会的知青精神，让

“第二故乡情”在知青和知青的后代中延续下去。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期， 江永县接受了长沙市下

放到农村的知识青年6000余人， 成为我省接受安置
知识青年最早的县之一， 又是全国以县为单位接受
知识青年最多的县。 知识青年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
帮助当地农民扫盲、探索农村经济发展新路子等，还
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修路架桥等，与江永各族人民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为江永的经济建设、文化事业等
方面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陈肇雄在全省环保产业供需
对接会上强调

着力推动环保产业
科学跨越发展

常德： 以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

陈肇雄会见“湘江论坛”
外国嘉宾

让知青精神激励鼓舞更多的人
“江永知青文化旅游节”暨“长沙知青下放江永50周年纪念

活动”在长开幕

●查处在公务活动和节日期间，赠送、接受
礼品、礼金和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问题5个、
28人；查处利用婚丧喜庆等事宜借机敛财案件53
件、58人；查处公款大吃大喝、参与高消费问题7
个、17人；查处党员干部参赌涉赌案件8件、18人；
176人主动上交 “红包 ” 及购物卡 ， 上缴总额
299.3万元。

●压缩 “三公” 经费25302万元， 同比减少
28.4%； 查处违规设置 “小金库” 案件15件、 金额
1391.3万元；减少因公临时出国（境）24批次、60人。

●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9个；减少收
费、罚款项目336个；查处乱收费、乱罚款 、乱摊
派问题30个、39人，涉及金额1696.1万元；查处
侵占挪用各种补助资金的案件13件、19人。

●查处执法执纪部门办“关系案”、“人情
案 ”、“金钱案 ”13件 、21人 ； 清理信访积案
512件，已办结340件。

●查处乡镇干部“走读”20人；清理清退
“吃空饷”人员341人；清理清退在编不在岗
人员981人 ， 清理清退编外大量聘用人员
1685人； 排查出领导干部企业兼职323人，
已辞去兼职319人， 清理党政领导干部社会
组织兼职346人，已辞去兼职的46人。

●已完成清理村级财务和“三资 ”问题
的村3159个；查处案件31件、违法违纪村干
部62人，涉及金额55万元。

罚

制图/李妍

【数说成效】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李文峰 ）10月20日至21日，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
许又声来到株洲市茶陵县、
炎陵县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文
化旅游考察。考察结束后，许
又声随即召开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座谈会， 总结宣传思想
工作的好做法、好经验，听取
市县和有关宣传部门对做好
明年宣传思想工作的想法和
建议。 他要求,传递湖南好声
音，做好文化大文章。

炎陵和茶陵两县均是革
命老区及国家级罗霄山脉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重点扶持
县。 许又声参观了中华民族
始祖炎帝神农氏安寝地炎帝
陵， 以及第一个县级红色政
权茶陵苏维埃工农兵政府旧
址、 人民军队第一个连队建
党旧址炎陵县水口叶家祠、
毛泽东给部队上政治课旧址
中村八担丘与毛泽东旧居桥
头江家等红色革命旧址，并
考察了茶陵正在加快建设的
中华茶祖文化产业园， 还深
入该县云盘社区， 了解社区
管理与服务。

许又声强调， 文化建设

就是民生工程。 满足人民群
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重视
基础设施建设， 整合各种文
化资源。 要开展多种为人民
群众喜爱的文化活动， 同时
注重精品创作。 多创作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精品力作， 要作为今后文化
建设的重中之重。

许又声十分重视文化与
旅游的融合发展。 他说,东部
地区交通畅通了， 大山成了
我们的优势， 红色资源更是
我们的优势。 在全省文化产
业布局中要全力支持湘东红
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 要通
过文化旅游等产业的发展 ,
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 带动
经济社会的发展。

许又声强调，要高度重视
新闻宣传工作，传递湖南好声
音，传递湖南发展正能量。 在
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
时代，要善打“组合拳”、演“连
续剧”、寻找“第二落点”。 要善
于做好热点敏感问题舆论引
导工作，及时发声，主动引导，
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要重
视做好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工作。

许又声在株洲调研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时强调

传递湖南好声音
做好文化大文章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熊帅杨）
今天， 国际大型峰会“湘江论坛” 主体活动在长沙
市望城区开幕。 来自全球近190名高级外交官、 政商
领袖、 专家学者聚集湘江之滨， 共同探讨城镇发展
之 路 。 意 大 利 前 副 总 理 弗 兰 西 斯 科·鲁 泰 利
（Francesco� Rutelli），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李肇
星， 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刘莲玉， 副省长何报翔， 省政协副主席、
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等出席。

开幕式上， 易炼红表示， 本次峰会带来国际化
的理念、 前瞻性的思考和规律性的认识， 这对于新
型城镇化加速推进中的长沙来说， 是开阔视野、 开
拓思路， 促进交流， 深化合作的良机， 对长沙着眼
于更高起点、 更宽视野、 更大平台谋划和推进新型
城镇化， 意义十分重大。

在开幕式后的“城镇化的方向和路径” 论坛中，

住房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原司长李兵弟对未来新
型城镇化发展提出了树立城乡平等发展的基本理念、
把握“紧凑的城市、 开敞的乡村” 的城乡空间格局、
释放小城镇发展的新作用、 进一步提升小城镇功能
等建议。

在“城镇化国际合作与城镇化合作推进‘一带
一路’ 建设” 论坛中， 中国·新加坡天津生态城联合
公司总裁郭宝俊、 斯里兰卡城市发展委员会项目总
监Chandana� Kalupahana分别分享了“中国·新加坡
天津生态城”、 “中国·斯里兰卡港口城” 的案例，
提供了可实施、 复制、 推广的可持续发展城镇化典
型案例； 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连建宇博士则讨论
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过程中的健康产业、 社区医疗、
社会保障系统等。 之后的“乡村旅游、 休闲农业与
城镇化” 专题研讨上， 全国市长研修学院客座教授
刘域等专家展开热烈讨论。

“湘江论坛”谱城镇发展佳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