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江新语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双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2015年7月 日今日20版 第 23778 号 22

星期三 乙未年六月初七 华声在线 ：www.voc.com.cn 新闻热线：96258

高考招生关注

立起可敬可学的
“好干部”标杆

《县委书记、县长的
好榜样》系列报道受专家
学者好评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连日来，由湖南日报策划组织的系
列报道《县委书记、县长的好榜样》推出
后，引发强烈反响。“好干部应当就是这
样的！” 不少党员干部群众来函来电留
言认为，湖南日报通过这组感人肺腑的
人物通讯，唱响了时代主旋律，传播了
社会正能量，立起了可敬可学的“好干
部”标杆。

近日， 湖南日报记者深入三湘四
水，寻找报道了一批在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担任县委书记和县
长的老干部。

（下转8版④）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上半年，湖南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0544.3亿元，同比增长17.7%，继续
保持中高速增长， 增速稳居全国前
列，为8.5%的经济增速起到“定海神
针”作用。

10544.3亿元，是个什么概念？如
按全新 100元面值人民币计算 ，
10544.3亿元重达12000多吨。平均下
来，每天投资58.5亿元，每个小时有
2.4亿元投到项目建设中， 形成实物
工作量。

可见，在驱动我省经济发展的“三

驾马车”中，投资的“马力”十分关键。

投资增长较快
投资结构改善

今年， 我省加快编织交通、水
利、能源、信息“四张网”。年初发布
的257个重点项目， 预计总投资达
18932亿元。

上半年，包括“四张网”在内，项
目建设捷报频传：上海大众、海螺水
泥等重大项目投产运营，衡岳快速干
线等重点工程纷纷开工，长沙磁浮工
程、涔天河水库扩建等在建工程快马

加鞭。全省施工项目数增长13.6%，同
比加快7.2个百分点； 实际到位资金
增长22.5%，同比加快6.1个百分点。

在投资增长较快的同时，投资结
构也得到改善。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劲升。受益于
国家稳增长政策影响，全省完成基础
设施建设投资2529.21亿元， 大增
32.6%， 比全部投资增速高14.9个百
分点，同比加快1个百分点。以湘江保
护和治理的省政府“一号重点工程”
为代表 ， 生态环境建设投资增长
35.4%，同比加快12.9个百分点。

民生项目建设投资给力。全省完

成民生项目建设投资772.55亿元，增
长31.3%， 比全部投资增速高13.6个
百分点。“两棚两房” 建设尤其“撑
棚”，其中城市棚户区改造、公租房建
设 分 别 完 成 全 年 任 务 的 86.1% 、
89.1%。

高耗能行业投资放缓。6大高耗
能行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90.26亿
元， 增长12.2%， 低于全部投资增速
5.5个百分点。

省统计局副局长张正认为，投资
结构改善， 有利于巩固经济运行基
础，有利于推进“三量齐升”。

（下转8版②）

巩固经济稳中趋好势头

项目建设稳投资
———年中经济形势述评之一

今年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环境、持
续加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和艰巨繁重的改革
发展稳定任务，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中央
决策部署，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

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综
合平衡，着力促进“三量齐升”、推动“四化
两型”，经济运行缓中趋稳、稳中向好。

今天起，本报推出“巩固经济稳中趋好

势头”系列述评，分析当前经济亮点、难点
及下一步的着力点 ，以期增强信心 、鼓舞
干劲，为“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画上圆满
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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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冒蕞
张斌 通讯员 侯珊艳） 今天上午，十
一届省政协在长沙召开第40次主席
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主持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杨维刚、张大方、
欧阳斌、葛洪元，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同志在
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与“十三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会议指出，抓好扶贫开发工作是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
内容， 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
协委员要以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导，紧密围绕精准识贫、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调研、凝聚
共识、建言献策、破解难题，在相关
工作中发挥好政协的作用， 彰显好
政协价值。

会议研究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
设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的贯彻
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
实《意见》要求，结合湖南实际出台相
关实施办法，切实规范政协协商的形
式，着力提升政协协商能力，不断强
化人民政协制度建设，促进政协协商
与党委和政府工作有效衔接。

（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 陈潇）今天，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在长沙开
幕。 会议将听取和审议5项工作报告，
审议5件地方性法规草案、1项决定草
案和有关人事任免案。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
持第一次全体会议， 副主任谢勇、刘
莲玉、徐明华、蒋作斌、陈君文，秘书
长彭宪法出席会议。省委常委、省人
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省高级人
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主任谢建辉作了关于湖南
省2015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她报告了我
省2015年上半年计划执行情况、下
半年经济走势的初步预判和下半年

经济工作的主要措施。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财政厅厅

长郑建新作了关于湖南省2014年省
级决算草案和2015年上半年预算执
行情况的报告。 他报告了2014年全
省及省级财政决算情况和2015年上
半年预算执行情况。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审计厅厅
长唐会忠作了关于2014年度省级预
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
报告。 他报告了2014年省级财政预
算执行审计情况、部门预算执行审计
情况、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审计
整改情况，以及对加强财政管理的几
点意见。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莲玉所作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和《湖南省职业
教育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报告。

（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赵成新
通讯员 刘魁春

面对未知的挑战，一度让他无
法入眠：组织上把他从湘北一个县
县委书记任上，异动到湘南一个县
再当县委书记， 原来好的工作基
础、熟悉的环境，全部清零，等待的
是完全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

忠诚党和人民， 服从组织安
排。2013年底， 他愉快地来到衡阳
县任职，一心为党工作，全力替民
解难，一年多时间带来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新气象、政治文化生态新局
面，今年“七一”前夕，他被评为全
国优秀县委书记。

他， 就是衡阳县委书记王洪
斌。

铁腕从严正风肃纪，
用信仰之魂补精神之钙

2013年12月17日晚，46岁的平
江县委书记王洪斌接到岳阳市委
主要领导一个电话，告知省委决定
他赴衡阳县担任县委书记，第二天
赶到省委组织部报到。

王洪斌出生在华容县一个农民
家庭，大学毕业就一直在岳阳工作，
先后在3个乡镇做过党委书记，2006
年调到平江县担任党政主要领导。
人到中年，突然跨越几百公里，从洞
庭湖边来到蒸湘大地， 巨大的变化
促使他每天都在思考想法子。

他想得最多的，还是如何适应
新角色， 不辜负组织的信任和重
托。王洪斌说，共产党员以服从组

织安排为天职。 完全陌生的环境，
情况不熟有困难， 但也有优势，没
有羁绊，可以放手干事。

经历了“衡阳破坏选举案”，衡
阳县干部士气低落， 各项工作被动
不前。王洪斌来到衡阳县，走访调研
中感到，必须打击违法乱纪，清除模
糊认识，重塑政治生态，匡正风气。

旗帜鲜明正面宣传， 弘扬正
气。他主持开展各种学习会、讨论
会、座谈会，坚决拥护党中央和省
委关于查处“衡阳破坏选举案”的
各项正确决定，学习习总书记提出
的“六问”，狠抓党员干部党性、法
纪、责任教育，以革命英烈夏明翰
为镜， 用信仰之魂补精神之钙。县
委按照好干部标准， 先后4批次调
整干部120余人。 （下转8版⑤）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黄晓辉
徐亚平） 由湖南日报社发起的首届全
省党报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座谈会今天
在岳阳召开， 全省党报的主要负责人
共同探讨党报融合发展。 湖南日报社
和14家市州党报媒体共同签署《全省
党报融合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网宣办主任
卿立新，岳阳市委书记盛荣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湖南日报社党委书记、社
长覃晓光主持座谈会，湖南日报社党
委副书记、总编辑蒋祖烜在会上分享

了湖南日报社探索融媒体发展的成
果和体会。

会议深入探讨了党报如何担负
起新媒体领域的主流舆论阵地责任，
建立全省党报合作机制，形成党报的
“公约数意识”和“共同体意识”等“互
联网+” 时代的融媒体发展战略问
题。大家一致认为，党报必须坚持守
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党报也
要增强发展自信、融合自信。

（下转3版③）
（相关报道见4版）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左丹）湖南省2015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一批录取工作顺利结束。截
至今天18时，本科一批实际录取新生39370人（含
录取期间追加的计划），分别是文科（含体育）考生
录取7827人，理科（含体育）考生录取31543人。其
中贫困地区定向计划招生2790人、 农村学生单独
招生349人、农村学生专项计划招生1782人、自主
招生682人、高水平艺术团23人、高水平运动队147
人、综合评价录取510人、单科成绩优秀考生20人、
预科班225人、民族班13人。

本科一批录取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平行志愿发挥了较好的作用， 考生志愿

有效性高。据统计，本科一批平行一志愿按计划和
投档比例应投33142人，实际出档32549人，出档率
达98%。

二是各项政策惠及考生，取得较好效果。首先
是组织实施贫困地区定向计划的政策取得了成
效。今年，湖南省贫困地区定向计划由去年2515人
增至2774人，全省共有12611名考生填报了该项志
愿，共录取考生2790人。 （下转8版①）

图为开幕式上极具民族特色的文艺节目表演。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曾伟子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唐炎 马晶 ） 巫水含
笑，南山飞歌，这里是歌的海洋、舞
的世界。今天（农历六月初六）晚上，
苗乡城步“星”光璀璨，2015·中国湖
南（南山）六月六山歌节开幕式暨首
届全国山歌王争霸赛颁奖晚会在城

步民族文化体育中心隆重举行，全
国十大山歌王齐聚苗乡铿锵放歌、
湖南四大民族文化节庆活动代表性
节目表演、 城步本地大型民俗风情
和山歌演唱节目秀……上万名来自
国内外的观众在欢快的节日气氛中
享受了一顿丰富的民族文化盛宴。

本届山歌节由中国音乐家协会
民族音乐委员会和邵阳市委、 市政
府主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许又声宣布开幕，老同志许云昭、肖
雅瑜等出席开幕式。

晚会在悠扬的苗乡迎客歌中拉
开帷幕。盛装的姑娘，绚丽的舞姿，

五彩的灯光，嘹亮的歌声，打造成一
个极具民族特色的唯美大舞台。来
自神州大地东西南北中的10位山歌
王，或引吭高歌，或婉转低吟，把观
众带入一个绚丽多彩的山歌世界，
带入一个美轮美奂的精神家园。

（下转8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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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一批录取结束 录取新生39370人
本科二批开录，计划招生68797人

邓晶琎

湖南经济 “半年报 ”中有组数
据令人鼓舞 ，又值得深思 ：全省网
络零售额375亿元，增长59.6%。

这表明 ，湖南人爱网购 ，消费
需求旺 。再一算 ，网购占社会消费
品 零 售 总 额 比 重 仅 6.8% ， 低 于
11.6%的全国水平。原因何在？

某快递公司的数据可见一斑。
该公司每天运进湖南的网购包裹
有4车，运出去的却只有半车。

原来，湖南人大量的网购消费
支出，流向了电子商务发达省市。

可见，“网购大军”这个最具活
力的消费群体，对湖南经济增长的
贡献度大有潜力可挖。

网购 “肥水 ”如何更多流入自
家田 ？7月20日出台的 《湖南 “互联
网+商贸流通”行动计划 》，重点发
力农村、 社区、 跨境3大电商 “红
海 ”，令人期待 。接下来 ，要以互联
网速度落地，别让计划赶不上互联
网风驰电掣的变化。

忠诚履职谋发展
———记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衡阳县委书记王洪斌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七次会议

徐守盛出席

省政协召开第40次主席会议

携手融合开新局
全省党报融合发展战略合作座谈会召开

留住网购“肥水”

导读
《长沙观察》：

党组织书记谈“怎样当好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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