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14年10月25日 星期六要闻3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妍

!"#$% &'()*+,-
./ 0)123456789:;
<=/>?@" ! ABCDEFGF
HIJKLMNOP"QR2ST
UVWXYZ

!"#!$%

[\]^% NOP"Q_`a
bQcdef-ghijklmn
opqr$stuZ vwxyz{
|c}~� def������T�
����� �" � !" ���Q�b�
��Rdef��� #$ ����
�Su��-.�� � ¡¢�£¤
defg¥c #% ����¦§u
¨©?ª«�

de¬�®¯c��-°±
Q²³c�́ �$-.���µ�¶·
Q¸.¹�º»¼½�́ ���Q�b
�¾¿�́ ��'ÀÁ©ÂÃZxÄM
& �ÅÄ�ÆÇ�Àu $ È�́ �$�
-.�� �ÉÊRËÌÍÎÏ¸.
ÐÑ-.�Ò %''�Z

R¼ÓÔÕc-.Ö,�M×Æ
ÇØÙQ¥ÔÕc-.ÚÛ�Ü'
Àu��ÝÞ� ÄMßà% áØâ
Á%ã}�Su %$ »äc�W�
$� ÚÛå% æ &() �®¯uÚÛ
å� çèé %( � % �w%³êuë
'ìíîï2-.ðñ-.c"E
ò� £¤TÀìíîï2óôõ~
ö÷øùBú.øùB�$$!�-.û
ü{ýÏþÿ¥!�

!&'!()

3"� #$%&ï'()Ó*
*# +c,-./�01>I� 2R
ÆÇ3§c456�ß7þu8
þ� 9: )(%' M;R2STU<=
c>:?F� ï@A7MBC45
c:;R¹MD4E )+'( F� éÄ
M>G�±Q )& �ï@A7HIJ
ÍH45 * �K LM:M�L $('(
Fc:;<=� ±Q $+# H *+$ �
0N47�Ô� '(+ H &#+ �ï(
47�Ô�°M:¹� ')( Fc
:;<=� P³O;0N�L34
5678¹� #*( F�ï(�L3

45678¹� %"% Fc:;�
RuP7ìQRcÔÕSîD

S1� ÄMM¥±QTUVWX`
YQ�:Z» )+' [B \$`YQ
�» #+* [B]·`YQ #+ [^_
++* [`Y`cÍH½a{|�

!"*!+,

" � #( �� gNOP"Qbc
d&Adefg"�%( êh"ci
7jkp½lm�n>� opgq
rs� °P" ) Ar$>?tu
cv�¢�

RuwxN2� ±QyNpz
pq{|� 3|PºuP" ) Ac
À}w~� ��åè�B�R� +
W #( B�� %* W�Oý�� % F�

RuwxN2ÍHS�.F�Æ
Ç�¨ )(( þ�F"DNOP"Q
EFHIx2�Fd���{���
�é %" ��Å )& ���§u��§
HIà�UgHIS��d��¼4�
�s�B�l¯�qB�2�F�ùI
���

"""-./0123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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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讯 （记者 张斌
吐鲁番日报记者 阿部都秀库尔·
斯马义 通讯员 彭新卫） 今天，
由省参事室、 省文史研究馆主办
的“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学术
研讨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出席，省
政协副主席武吉海讲话。 全国各
地黄兴研究专家、 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及黄兴后人等40余人参加
研讨。《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研
究论文集》同日出版。

会上，来自武汉大学、中山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
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 就黄
兴的思想、 黄兴对各地武装斗争
的影响及黄兴与孙中山、章太炎、
熊希龄等人物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交流， 并根据新发现的文献资料
和黄兴遗物提出了许多新见解。
著名黄兴研究专家、 武汉大学教

授萧致治等21人作专题报告。 萧
致治认为，黄兴既是实干家，也是
理论家，有自己的革命思想，并且
将这种思想贯穿于方方面面。

武吉海在讲话中指出， 黄兴是
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
为中国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贡献了
毕生的精力， 表现出了崇高的爱国
主义精神。纪念和缅怀黄兴，弘扬黄
兴精神， 不仅需要政府的推动和呼
吁，而且需要学术研究的大力支撑。
专家、学者通过严谨、扎实的研究，
进一步探寻黄兴的历史世界和精神
世界，充分认识、挖掘黄兴的价值，
彰显、弘扬黄兴的精神和品德。这对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巩固
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 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现实意义。

会后， 与会专家学者还拜谒
了黄兴墓， 参观了黄兴故居和黄
兴纪念馆。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陈苹） 今天上午， 中国
共产党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第一
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 省委常
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出席
并讲话。

据了解， 5年来， 全省投入
消防监督警力179万余人， 检查
单位86万余家， 督促整改火灾
隐患275万余处， 参加灭火救援
9.8万余次， 抢救遇险群众2.8万
人， 保护财产价值140余亿元。
各级财政大力支持消防基础建
设， 全省消防业务费用总量达到
50.93亿元， 年均增长超20%，
新购消防车472台、 器材24.3万
件， 建成了14个支队战勤保障
大队和51个消防站。

孙建国对近年来全省消防工
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 他指

出， 公安消防部队作为党绝对领
导下的现役武装力量， 担负着维
护火灾防控、 灭火救援、 抢险救
灾的重要职责。 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全会
精神， 坚定不移地抓好部队党的
建设， 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 永葆忠于党、 忠于国家、
忠于人民、 忠于法律的政治本
色。 要坚定不移地抓好火灾防控
工作， 健全消防安全责任体系，
逐步推行消防技术审查与行政审
批相分离制度， 倾力打造法治消
防、 为民消防。 要坚定不移地抓
好作战能力建设， 在实战化训练
上下功夫， 始终做到心中存忧
患、 眼中有敌情、 时刻在备战，
全力锻造敢打必胜的三湘铁军，
为建设法治湖南、 平安湖南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10月24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涂政坤 ）“今年益阳的招生政策梆硬
的，权没作用了，关系不灵了，钱也不
行了，只有学生考试分数才有用。咯样
好，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10月21日，
说起自己儿子上学的事， 益阳市民刘
先生对记者说。今年以来，益阳市推出
中小学招生改革新举措， 整治“择校
热”、“条子生”等招生乱象，堵死“灰色
入学通道”，赢得社会肯定。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益阳市积极回应群众关切，真心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以整改的实际
成效取信于民。 该市把解决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的问题放在首位，真抓实改。
坚决打击医疗卫生方面损害群众利益
行为，纠正和查处有关案件273起，查
处乡镇卫生院违规资金3378万元。 坚
决纠正教育领域出现的一些损害群众
利益的行为，大力开展减负清包、安全
整治、规范管理三大行动，查处清退违
规补课费51.4万元、 违规购买教辅资
料费30.1万元，处理相关人员18人。在
食品药品安全方面， 共查处损害群众
利益问题805个、640人。 在环境保护
方面，查处损害群众利益问题344个、
238人。

同时， 益阳市着力提升直接联系
服务群众水平。在每个乡镇、街道设立
便民服务中心，在每个村、社区设立为
民服务代办点， 将政务中心窗口延伸

到基层，服务涉及医疗、生育、户口等
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面。 市人社
局、市政务中心等单位公开服务项目，
简化办事流程，缩短办结时限，方便群
众办事。还通过开展“三访三化”（领导
接访实效化、干部下访规范化、党员走
访常态化） 活动， 到基层联系服务群
众。 今年来，共组织4万多名党员干部
走访群众16万多人次，筹集帮扶资金
6000多万元，为基层办实事好事8000
多件。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顽
疾，益阳市以专项整治，一项一项抓落
实。集中整治文山会海泛滥、“三公”经
费开支过大、 超标超配办公用车和办
公用房、 滥建楼堂馆所以及党员干部
“吃空饷”、违规兼职、婚丧喜庆大操大
办、参赌涉赌等问题，狠刹迎来送往、
公款吃喝、公款送礼等行为。活动开展
以来，全市性会议同比精简26.5%、文
件精简22.8%， 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减
少74%；“三公”经费压缩8323万元，减

少21.2%； 清理处置违规配备公务车
辆551台； 调整清理多占办公用房
52682平方米。

益阳市还采取措施， 保持正风肃
纪高压态势。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牢牢
盯住重要节日等节点，采取重点查、随
机查、暗访查等形式，切实加大日常监
督检查和违法违纪案件查处力度。 今
年来，先后组织明查暗访256次，查处
党员干部作风问题305起， 处理332
人。

【数说成效】

●市本级实施的行政许可项目由
274项精简至98项， 取消和下放行政
审批事项446项， 占总数76.9%。

●查处“吃拿卡要”问题35个，查处
58人 ；查处“庸懒散拖 ”问题398个 ，查
处461人； 查处在项目审批中搞暗箱操
作 、权力寻租问题16个 ，查处23人 ；查
处在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中搞暗箱
操作、权力寻租问题26个，查处57人。

●叫停 “形象工程”、“政绩工程”11
个，查处弄虚作假问题28个，处理18人。

●查纠城乡低保错保漏保4310人， 新增
城乡低保11219人；查处违规纳入农村危房改
造28人、 违规纳入城镇保障性住房266人；查
处落实惠民政策优亲厚友、 以权谋私案件52
起、71人。

●查处侵害群众利益行为问题1838个，
查处1664人。

●清理清退“吃空饷”472人；查处乡镇干
部“走读”47人；清理清退在编不在岗478人；
清理清退编外大量聘用人员684人；清理党政
领导干部社会组织兼职291人，不符合兼职的
有关规定已辞去兼职的178人。

制图/李妍

益阳：回应群众关切 实改取信于民
纪念黄兴诞辰140周年
学术研讨会在长召开

李微微出席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陈勇）今天，全省殡葬改革工作会
议在衡阳举行。省委常委、常务副
省长陈肇雄在会上强调， 要把殡
葬改革作为保障基本民生、 建设
生态文明、 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
举措，全面落实惠民殡葬政策，在
全社会倡导形成移风易俗、 生态
文明节俭的殡葬新风尚。

近年来，我省按照“有步骤地
实施火葬、改革土葬、节约殡葬用
地、革除丧葬陋俗、倡导文明节俭
办丧事”的方针，大力推动殡葬改
革各项工作，政策法规不断完善，
殡葬服务能力得到提升， 生态节
地安葬逐步推广，文明治丧、低碳
祭扫渐成常态。 根据我省殡葬改

革工作目标， 力争到2020年，全
省实行火葬的区域稳步扩大，殡
葬设施实现市县全覆盖， 节地生
态安葬率超过40%。

陈肇雄指出， 殡葬改革是一
项重大社会习俗改革，涉及面广、
关注度高、政策性强，必须严格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
的决策部署，牢牢把握保基本、广
覆盖、可持续的总体要求，有力有
序推进相关改革工作。 要认真制
定殡葬改革规划， 加快完善基本
殡葬服务保障体系， 着力提升殡
葬管理服务能力， 切实减轻群众
丧葬负担，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
示范带动作用， 努力推进全省殡
葬事业科学发展。

陈肇雄在全省殡葬改革工作会上要求

促进惠民殡葬政策全覆盖
倡导生态文明殡葬新风尚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邹仪
刘跃兵 通讯员 赵红萍 骆桐雄）
富硒农副产品展台前人流如织，
人们纷纷对新田县的富硒产品赞
不绝口。 项目签约仪式上， 富硒
矿泉水开发项目、 豆制品生产加
工项目等投资上亿元的项目纷纷
“落户” 新田县。 10月24日， 第
五届中国硒资源开发利用协作大
会在新田县召开， 会上处处呈现
出浓浓的“新田味道”。 最引人注
目的当属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花卉
食品专业委员会向新田县授予了
“中国天然富硒农产品之乡” 称
号。 省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给大会发来贺信， 老
同志唐之享在会上讲话。

据权威测量， 新田县615平
方公 里 的 土 壤 面 积 含 硒 量 达

0.4mg/kg以上， 属富硒土壤， 占
全县土壤总面积的60.18％。 为
此， 省人社厅向新田县授予“湖
南省海外高层专家度假基地” 牌
匾， 省养生协会授予新田县富硒
农产品“湖南省稀有养生农产品”
称号。 本次大会由中国硒资源开
发利用协作组织主办， 该组织致
力于硒资源开发、 促进硒资源开
发产业化、 标准化， 为广大低硒
地区和需要补硒的人群提供安全、
优质的不同档次的富硒产品， 并
不断研发出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满足人们益寿延年、 防病保健、
提高生活与生存质量的需求。 来
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知名专家和
富硒农产品生产、 加工企业200
多名代表参会， 共商中国富硒产
业发展的现状及未来。

新田成为“富硒之乡”

10月24日上午，长沙橘子洲，一台炮机正在处理海关公廨旧址旁的土石。 长沙海
关公廨本次修缮前被鉴定为最高等级严重危房，本次修缮按修旧如旧原则，最大限
度地重现上世纪原有风貌，明年修缮完成后，将作为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免费对
外开放。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省公安消防总队召开第一次党代会
5年抢救遇险群众2.8万人，保护财产140余亿元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罗付京 李志铭） 昨晚9时
许， 省党史网站“百年湘潮” 网
上线启动。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
任高永中， 全国政协常委、 中央
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杨胜
群，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
文，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 共同
启动水晶球。

“百年湘潮” 网是我省党史
研究工作的门户网站， 立足于全
面、 系统、 科学、 动态地展现省
党史研究业务发展与工作成果，
打造宣传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
弘扬红色思想文化的网上阵地，
面向党员领导干部、 青少年学生

以及党史专业工作者， 提供普及
性与专业性兼具的党史信息。 省
党史研究室主任张志初介绍说：
“网站将着力提供权威、 准确、 系
统的党史信息， 为广大网友快速
了解、 学习湖南党史搭建便捷、
高效的信息平台。”

打开“百年湘潮” 网站， 记
者看到网站设有“党史工作”、
“研究考证”、 “以史鉴今”、 “以
史铸魂”、 “三湘群英”、 “热土
潇湘”、 “史料集萃” 等7个栏目，
包含39个子栏目。 网站具有海量
的信息存储功能、 多角度多窗口
的信息展示功能及影音图文多媒
体交互功能。

“百年湘潮”网
上线启动

本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余湘峰 ）10月24
日，张家界市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省政协副主
席、省委派驻张家界市党的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督导组组长葛洪
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张家界坚持规定动作做
到位、自选动做出特色，以领导带
头、以上率下为关键，以问题导向、
创新载体为抓手， 以敞开大门、发
动群众为动力，以知行合一、重在
实践为途径，以从严从实、持续用
劲为保证， 扎实抓好各环节工作，
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向群
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成绩单”。全

市会议文件数量大幅减少，取消和
下放行政审批事项167项， 各类领
导小组和议事协调机构减少501
个，清理清退超编超标配备的公务
用车116辆， 调整清理办公用房面
积30137平方米，“三公”经费压缩
14341.2万元，坚决整治了“三超两
乱”、 乡镇干部走读、“吃空饷”、党
员干部参赌涉赌、人情风赈酒风等
问题，查处“四风”案件948起，处理
相关人员702人。

葛洪元在会上强调，进一步深
化和巩固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
形成反“四风”改作风的新常态，正
确处理好大局与局部、 开发与保
护、发展与民生的关系，加快推进
张家界科学发展，早日实现“旅游
胜地梦”和“全面小康梦”。

张家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强调

深化拓展成果
形成作风建设新常态

(上接1版①)
据悉， 此次招聘主会场设中国湖南

人才市场，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宁波等
40余个城市的200多家知名企业组团参
会，预计提供各类专业岗位近万个。以省
内企业为参会主体的长沙人才市场，将
有来自北京、南京、长沙等城市的210家
企业现场招聘， 提供就业岗位6500多
个。

同时 ， 举办方还在湖南人才网
（www.hnrcsc.com） 及 长 沙 人 才 网
（www.cshr.com.cn） 首页醒目位置，开

辟第二届全国跨区域高校毕业生巡回招
聘活动网上人才交流专区，于10月25日
至11月24日提供持续的线上就业机会。
求职者还可通过湖南人才网的官方微信
（微信号：hnrcw85063731） 和长沙人才
市场的官方微信（微信号： 长沙人才市
场），实现“指尖上的就业”。

(上接1版②)
考试实行“3+X”科目设置方案，科目为

语文、数学、英语和专业综合知识。 考生依据
省教育考试院汇总公布的对口招生计划填报
志愿， 只能在自己报考的专业门类中选择学
校和专业。《通知》要求，招生学校应严格按类
别录取，不能跨类调剂录取。 招生计划和考生
成绩， 按层次分专业门类全省统一确定录取
控制分数线。

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参
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并获
得一等奖者， 可免试推荐到具有对口招生任
务的本科院校的相应本科专业学习； 参加省
教育厅组织的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并获得
一、二、三等奖者，可免试推荐到具有对口招
生任务的高等职业学校相应专科专业学习。

中等职业教育应届毕业生， 在校期间参
加教育部组织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获
一、二、三等奖者，以及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
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获一等奖者， 可增加
20分投档； 参加省教育厅组织的全省职业院
校技能竞赛获二、 三等奖者， 分别可增加15
分、10分投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