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湘企入围“2015中国民企500强”
三一集团蝉联全省民企首位，蓝思科技进步神速
湖南日报 8 月 28 日讯 （记者 张斌 唐爱平 通
讯 员 张 光 升） 记者今天从省工商联获悉， 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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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联8月25日在京召开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
强新闻发布会， 我省8家湘企入围“2015中国民
营企业500强” 榜单。 另外， 10家湘企入围“中
国民企制造业500强”， 2家湘企入围“中国民企
服务业100强”。 其中， 我省民营企业龙头三一集
团， 以743.68亿元的营收总额蝉联湖南省民营企
业首位， 位列“2015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榜单
第28位、 “中国民企制造业500强” 榜单第13位。
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8家湖南企业， 营收总

湖南日报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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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我省省委常委部分成员
省管职务调整到位

研究部署省委巡视工作
和行使地方立法权工作
湖南日报 8 月 28 日 讯 （记 者 唐 婷 田 甜）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今天下
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召
开的《巡视工作条例》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听
取关于确定我省设区的市行使地方立法权工
作方案的汇报，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省领导杜家毫、孙金龙、李微微、陈肇雄、
许又声、易炼红、张文雄、傅奎、黄跃进、黄兰
香、林武、于来山、刘莲玉、徐明华、陈君文、葛
洪元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
巡视的力度、强度、广度、密度以及震慑力前
所未有。 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通篇贯穿
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新思想、新
要求，是党章关于巡视制度规定的具体化、法
治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 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好《巡视工作条
例》，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
署和工作要求上来，扎实做好我省巡视工作，
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 争 引 向 深
入。
会议强调，要努力做到巡视工作常态化、
规范化，切实维护《巡视工作条例》的严肃性、

权威性。 要围绕纪律建设，突出巡视重点。 聚
焦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抓早抓小、标本兼治，
使巡视过程成为推进纪律建设的过程。 要围
绕实现全覆盖，加快巡视节奏。 按《巡视工作
条例》的要求，以过硬的措施和办法，实现一
届内巡视全覆盖。 要围绕有效管用，创新巡视
方法。 坚持常专结合，积极创新思路、方法和
机制。 巡视组要依靠被巡视党组织开展工作，
不干预被巡视地区(单位)正常工作，不履行执
纪审查职责， 重要情况和重大问题要及时向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请示报告。 对工作中超越
权限造成不良后果的，要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要围绕强化震慑，用好巡视成果。 认真落实巡
视情况“双反馈”、整改情况“双报告”制度，建
立健全并落实强化成果运用的机制， 进一步
加大督查督办和问责问效力度， 做到件件有
着落、事事有回音。 省委常委会要按中央要求
向中央看齐， 带头把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扛在
肩上、抓在手上，旗帜鲜明、大力支持巡视工
作，及时研究巡视中的重大问题和重大事项。
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要承担
第一责任人责任，敢于担当、敢于负责。 各巡
视组要敢于监督、敢于碰硬，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提高发现问题能力。

额达到2729.72亿元。 从湖南入围中国民企500强
的企业来看， 进入的都是“老面孔”， 三一集团
（28位）、 新华联集团 （40位）、 蓝思科技 （110
位）、 博长控股 （131位）、 大汉控股 （143位）、
步步高 （158位）、 金龙国际 （472位）、 唐人神
（485位） 等都是近年来常见的入围“选手”。 在
这份民营企业风云榜中， 不少企业交出了比上年
更好的“成绩单”， 新华联集团、 博长控股、 步
步高集团、 金龙国际等超半数入围企业位次前
移， 蓝思科技在全国的排名由去年的317名跃居
为今年的110名， 前进217名。

徐守盛出席交接会议并讲话 孙金龙主持
湖 南 日 报 8 月 28 日 讯 （记 者 唐 婷 田
甜） 根据中央近期对湖南省委常委部分班

会议指出，新的《立法法》赋予所有设区
的市地方立法权， 这是完善我国立法体制的
一项重大举措。 推进我省设区的市行使地
方立法权工作，牵涉面广、工作量大，需要全
省各方面协同配合、形成合力。 省有关部门、
市州党委、省市两级人大、政府，要把这项工
作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扎实做好基础性工
作， 加强省市两级人 大 及 政 府 立 法 能 力 建
设。 省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对市州人大立法
工作的指导，履行好审查批准职责，切实把好
法制统一关和立法质量关。 各市州人大常委
会要始终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严格遵守立法权限规定，科学
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
会议强调，地方立法权的逐步扩大，对我
们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加强法治建设，既是
重大机遇， 也是重大考验。 要坚持从实际出
发，兼顾本地立法需求和现实可能，依法有序
推进，关键要科学、务实、管用，坚决克服重数
量轻质量、重立法轻实施，以及随意立法、重
复立法、法律打架和立法本位化、部门化等倾
向，既要防止“拖而不放”，又要防止“一放就
乱”的现象，既要克服“有法难立”，又要克服
“无法可立”的现象。

子成员的任免决定， 结合我省班子建设和
实际工作需要， 省委对部分省委常委的省
管职务日前进行了交流调整。 27日至28日，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出席
相关交接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 省委常委
班子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始终坚持讲政治、 讲
责任、 讲担当、 讲奉献、 讲团结， 坚持不
懈加强自身建设， 以模范表率带动全省各
级领导班子建设。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主持交接会议并宣
布了有关决定。 黄建国、 李微微、 许又声、
韩永文、 孙建国、 张文雄、 傅奎、 黄兰香、
林武、 黄关春、 刘建新、 刘国荣、 康为民、
游劝荣分别出席交接会议。
职务调整后， 李微微任省委常委、 省
委政法委书记， 许又声任省委常委、 省委
秘书长、 省直机关工委书记， 张文雄任省
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 傅奎任省委常
委、 省纪委书记， 黄兰香任省委常委、 省
委统战部部长， 林武任省委常委、 省长株
潭“两型社会” 试验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
主任。
徐守盛指出， 党中央对省委常委班子
进行届中调整， 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湖南工作的充分肯定，
对湖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关怀信
任。 根据中央精神， 省委对部分省委常委
的省管职务作出调整， 这是着眼湖南事业
发展需要、 充分考虑常委班子建设实际，
通盘考虑、 慎重研究决定的。
徐守盛充分肯定退出省委常委班子的
同志为推动湖南全局工作特别是各自分管
工作付出的辛勤劳动和作出的重要贡献，向
他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欢迎新加入
省委常委班子的同志，希望他们尽快进入角
色，大胆开展工作，在历届班子打下的良好
基础上，在省委的统一领导下，把主管的各
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希望职务调整的
常委同志在新的岗位上再接再厉，团结带领

一班人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徐守盛指出， 湖南当前正处于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奋力谱写中国
梦湖南篇章的关键时期， 全省改革发展稳
定各方面的任务艰巨繁重， 省委常委会作
为全省总揽全局、 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
是全省人民的“主心骨” “领头羊”。 我们
要按照中央要求， 坚持不懈加强省委常委
会自身建设， 以模范表率带动全省各级领
导班子建设， 切实发挥好“关键少数” 的
“少数关键” 作用。 要始终坚持讲政治， 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
坚决维护中央权威， 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政治规矩， 严格党内政治生活； 任何
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以大局为重， 服从省
委常委会议决定， 执行省委常委会议决策。
要始终坚持讲责任， 一切以湖南的事业为
重， 以三湘人民的福祉为重， 视责任如使
命， 在其位、 谋其政、 尽其责， 知恩知责，
勤政敬业， 奋发有为， 真抓实干。 要始终
坚持讲担当， 以上率下、 以身作则， 敢抓
敢管、 动真碰硬， 敢于啃硬骨头， 善于打
攻坚战， 着力解决改革发展稳定和党的建
设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要始终坚持讲奉
献， 牢记党的宗旨，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
最高位置， 始终保持人民公仆本色， 带头
弘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带头执行廉洁
自律各项规定。 要始终坚持讲团结， 带头
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 坚持科学民主依法
决策， 坚决做到补台不拆台、 分工不分心、
合心又合力， 相互理解、 相互帮助， 同唱
一首歌、 同圆一个梦， 不断巩固心往一处
想、 劲往一处使、 汗往一处流的良好局面。
省委常委同志一致表示， 坚决服从、真
心拥护中央和省委的调整决定，将坚定做政
治上的明白人、改革发展的带头人，自觉践
行“三严三实”要求，精诚团结、恪尽职守、勤
奋工作、锐意进取，干干净净做人、清清白白
做官、扎扎实实做事，决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期望。

杜家毫会见库热西·买合苏提

8 月 28 日晚，演员在表演大型舞蹈《反法西斯战争歌》。 当天，湖南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主办的“保卫和平·湖南省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晚会在湖南大剧院举行。晚会演绎了长沙会战、衡阳会战、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等
抗战历史，引领观众追忆那段令人难忘的峥嵘岁月，缅怀为民族独立解放而英勇献身的英烈。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 8 月 28 日 讯（记 者 徐 亚 平 通 讯
员 易 和 平 蒋 纪）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

签署命令， 给2个单位、1名个人授予荣誉称
号。 唯一的1名个人是授予96315部队42分队
高级工程师、湖南湘阴籍谭清泉“砺剑先锋”
荣誉称号。
谭清泉是湘阴县南湖洲镇谷怡村人，入
伍38年来，他刻苦钻研导弹技术，解决技术难
题和故障200多个， 取得科研成果20余项；牵
头研制模拟训练装备80多台（件），编写专业

三严三实见行动

湘阴籍军人谭清泉成全军楷模
教材28本（套）；被评为第二炮兵导弹专家，获
全军作战部队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奖， 被表彰
为首届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 先后荣立二
等功2次、三等功6次。 2013年被表彰为全军爱
军精武标兵。 特别是2011年身患癌症后，他仍
恪守“活就活在导弹旁、倒也倒在阵地上”的
誓言，事迹特别感人。

“全体官兵要学习谭清泉忠诚于党的政
治品格，学习他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埋头实
干的务实精神和竭诚奉献的崇高品质， 在本
职岗位上创造新业绩、作出新贡献。 ”命令一
出来， 湘阴县人武部便号召广大官兵向谭清
泉学习。 同时，湘阴电视台、官方微信平台等
县内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他的先进事迹。

践行“三严三实”的典范
——
—长沙市党员干部深入拆违控违一线攻坚克难

湖南日报记者 施泉江
记者8月28日从长沙市拆违控违工作领
导小组获悉，截至8月23日，全市累计拆除违
法 建 设 面 积 879.06 万 平 方 米 ， 完 成 率 达
84.40%。
今年1月，省委常委会对长沙城市规划建
设管理工作进行了集体考察、专题研究，并向
长沙提出“大力整治城乡结合部脏乱差问题”
等工作要求。 长沙市坚决贯彻省委常委会议
精神，痛下决心彻底铲除违法建设“毒瘤”，3
月25日打响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拆违控违攻
坚战”，明确提出全市中心城区1000余万平方
米违法建设要“一年内基本拆除、两年基本清
零”。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 — ０００１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强调，要
以斩钉截铁的态度、 壮士断腕的魄力和务求
实效的精神，坚决打赢这场拆违控违攻坚战。
根据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全市各地各有
关单位的党员干部以“三严三实”为抓手，发
扬“钉钉子”精神，依法、和谐、平稳、高效推进
大拆违， 迅速推动拆违控违工作取得突破性
进展、实质性成效。

上下联动，形成强大合力
作为违法建筑最多、 拆违任务最重的雨
花区是此次拆违的“主战场”，全区累计拆除
违法建筑302.74万平方米， 创造了单个片区
一天拆除10万平方米、全区平均每天拆除2万
平方米的“雨花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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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花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将大片违法
建筑夷为平地，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各
级干部勇于担当、敢于作为，在关键时刻能攻
得上、拿得下。 大规模拆违控违一开始，雨花
区就坚持重心下移、责任下沉，从区直部门、
街道、社区（村）抽调800多名干部奔赴拆违一
线。 为加大拆违工作力度，长沙市从44个市直
单位抽调181名机关党员干部全脱产支援雨
花区，形成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干部一同
攻坚，各个部门通力协作的工作局面。
在雨花区拆违现场， 随处都能看到热火
朝天的拆违场景，上千名干部坚持“5+2”、“白
+黑”、“晴+雨”、“朝九晚十” 连轴转的工作状
态，有的干部亲人病了不能照顾，一心扑下身
（下转 7 版）
子沉在拆违现场；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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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8 月 28 日 讯 （记 者 贺 佳） 今
天晚上，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长沙
会见了国土资源部副部长、 国家测绘地理
信息局局长库热西·买合苏提一行。
杜家毫感谢国土资源部长期以来给予
湖南改革发展， 特别是在土地资源管理、
地质灾害治理、 测绘地理信息等方面的大
力支持。 他说， 当前， 测绘地理信息已运
用到社会各个领域， 深刻改变着人民群众
的生产生活方式， 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性工作之一， 测绘地理信息产业未来

发展前景广阔， 市场空间巨大。 希望国土
资源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一如既往给
予湖南大力支持， 进一步放大湖南在这一
领域的产业、 科研、 人才和大数据处理优
势， 共同推进测绘地理信息产业发展。
库热西·买合苏提说， 国家测绘地理信
息局将进一步深化与湖南的合作， 加大政
策、资金、技术的支持力度，助推测绘地理信
息、北斗卫星等新兴产业在湘加快发展。
省领导陈肇雄、 葛洪元， 省政府秘书
长向力力参加会见。

“英雄走了，生命在延续”
湖南日报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
通讯员 向韬
“梅英雄，你一路好走!”
8月28日下午4时30分，张家界市人民医
院重症监护室外围满了人，但一片沉静。 当
医生拔下插在救人英雄梅雄身上的氧气管，
将其推出来的一刹那，哭泣声顿时响起。
8月12日下午， 驻张家界海军某部军人
梅雄在常张高速路遇旅游大巴侧翻车祸，挺
身而出救人，被撞成重伤。 虽经多方全力抢
救，梅雄却一直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
8月27日，面对亲人抢救无望的事实，梅
雄的家人主动联系湖南省红十字会，决定放
弃治疗， 无偿捐出梅雄身上功能良好的器
官。 28日上午，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和专
家组与梅雄家人协商，依照相关程序办理了
器官捐献手续。
“生前英勇救人，现在走了，还挽救其他
人的生命，令人敬仰！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协
调员周玲含着眼泪说，每个器官捐献者背后
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然而梅雄更伟大。 作
为一名军人， 他生前的壮举感动了所有人，
如今他的家人又做出了如此义薄云天的壮
举，让人为之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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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红十字会副会长王光宇曾在南海舰队
服役，他说：
“英雄虽然走了，但生命在延续。 ”
经专家评估，梅雄的肝脏和肾脏可以捐
献。 当天下午4时35分，梅雄被推进层流手术
室进行器官摘取手术。
走廊外，梅雄的家人悲痛不已。 三姐刘
桂香掩面痛哭， 妻子周冰庆抱着4个月大的
孩子低头泣不成声。 刘桂香哭着说：“弟弟如
果知道他还能救活其他的人，他将会走得更
安心。 ”
一旁角落里，梅雄生前所在部队的大队
长汪海涛含泪为梅雄整理一套新军装。 战友
的衣服多大尺寸、鞋子多少码，汪海涛一清
二楚。 他说：“梅雄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
在张家界， 梅雄的事迹早已感动一座
城。 8月28日，听说梅雄要走了，一些市民早
早自发赶来，在走廊里静静等待，以送英雄
最后一程。
下午6时，手术结束，在场医护人员和专
家组成员集体默哀。 梅雄遗体被推出手术
室，他一身戎装，满脸安详。 在场战友满含泪
水齐敬军礼， 亲人们相拥而上痛哭不已，市
民们含泪簇拥着……
两辆救护车驶出医院，将梅雄捐献的器
官送往长沙，那里有等待救治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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