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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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雅文

第23941号 今日12版

2016年1月1日 星期五

华声在线：www.voc.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乙未年十一月廿二

新华社北京2015年12月31日电 新年前
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 发表了
2016年新年贺词。 全文如下：

再过几个小时， 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
我们即将告别2015年， 迎来2016年的第一缕
阳光。 在这辞旧迎新的时刻， 我向全国各族
人民， 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和澳门特别行
政区同胞， 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向世界
各国和各地区的朋友们， 致以新年的祝福！

有付出， 就会有收获。 2015年， 中国人
民付出了很多， 也收获了很多。 我国经济增
长继续居于世界前列， 改革全面发力， 司法
体制改革继续深化， “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
推动了政治生态改善， 反腐败斗争深入进行。
经过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 “十二五” 规
划圆满收官， 广大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

这一年， 我们隆重纪念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举行
了盛大阅兵， 昭示了正义必胜、 和平必胜、
人民必胜的真理。 我们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
略， 宣布裁军30万。 我和马英九先生在新加
坡会面， 实现了跨越66年时空的握手， 表明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

这一年， 北京获得第24届冬奥会举办权， 人
民币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我国自主研制的C919大型客机总装下线， 中国超
级计算机破世界纪录蝉联“六连冠”， 我国科学家
研制的暗物质探测卫星发射升空， 屠呦呦成为我
国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这说明， 只要
坚持， 梦想总是可以实现的。

这一年， 我们有欣喜， 也有悲伤。 “东
方之星” 号客轮翻沉、 天津港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 深圳滑坡事故等造成不少同胞失去了
生命， 还有我们的同胞被恐怖分子残忍杀害，

令人深感痛心。 我们怀念他们， 愿逝者安息、
生者安康！ 群众的生活中还有一些困难和烦
恼。 党和政府一定会继续努力， 切实保障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 保障人民生活改善、 保障
人民身体健康。

2016年是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的开局之年。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明
确了未来5年我国发展的方向。 前景令人鼓
舞、 催人奋进， 但幸福不会从天降。 我们要树立
必胜信念、 继续埋头苦干， 贯彻创新、 协调、 绿
色、 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 着力推进结构性改
革， 着力推进改革开放， 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着力营造政治上的绿水青山， 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胜阶段开好局、 起好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13亿人要携手前进。 让
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生活好起来， 是我心中的牵
挂。 我们吹响了打赢扶贫攻坚战的号角， 全党全国
要勠力同心， 着力补齐这块短板， 确保农村所有贫
困人口如期摆脱贫困。 对所有困难群众， 我们都要
关爱， 让他们从内心感受到温暖。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这是各国人民共同的家
园。 这一年， 我国领导人参加了不少国际会议， 开
展了不少外交活动， 推动“一带一路” 建设取
得实质性进展， 参与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国际事务。
世界那么大， 问题那么多， 国际社会期待听
到中国声音、 看到中国方案， 中国不能缺席。
面对身陷苦难和战火的人们， 我们要有悲悯
和同情， 更要有责任和行动。 中国将永远向
世界敞开怀抱， 也将尽己所能向面临困境的人
们伸出援手， 让我们的“朋友圈” 越来越大。

我衷心希望， 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多一份平
和， 多一份合作， 变对抗为合作， 化干戈为玉帛，
共同构建各国人民共有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谢谢大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

新年前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台发表2016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鄢明民）今天上午，益阳绕城高速、邵坪
高速、大岳高速大界至桃林段、龙永高速部分路
段等4条（段）、 共155.85公里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截至2015年底，湖南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达
5649公里，位居全国第五。

邵坪高速，起于新邵县雀塘镇的衡邵高速雀塘
互通，经坪上，终点接娄新高速涟源西服务区的荞
麦园互通，全长35.202公里。 益阳绕城高速，南起长

常高速功家坝互通， 北接长常高速迎风桥互通，跨
赫山、资阳、高新区和桃江县，全程40.093公里。

另外两段高速公路均为部分路段通车。 大
岳高速建成通车的23.2公里路段， 为大界至桃
林段。 龙永高速建成通车的57.325公里路段分
为两段， 一段为龙永高速起点 （龙山县甘壁寨
村） 到龙山互通， 顺接湖北恩来高速； 另一段
为红岩溪互通到龙永高速终点 （永顺县泽家镇
海洛村）， 与张花高速相连。

湖南4条（段）高速公路通车
全省通车高速公路总里程达5649公里，居全国第五

湖南日报编辑部

此刻， 新年第一张 《湖南日报》， 在您
手中舒展。

为您而变： 因为责任， 因为诺言。
一年来， 我们创新图变———
报纸形态在变。 我们的期发量突破30万

大关。 2015年，达到32万份；2016年，突破34万
份。 党报覆盖面更广，党报影响力更大，党报
传播力更强。 向高度提升，向深度掘进，向温
度贴近， 向融合度发力， 报道质量进一步提
升，更接地气，更有生气，更具神气。

报纸平台在变。 2015年8月15日，作为湖
南日报社全新融合的“新湖南”客户端上线。
短短4个多月，用户突破500万，日均点击量
从20多万次飙升到360多万次。 “新湖南”，进
入全国党报新闻客户端第一方阵。

报人形象在变。新闻从业人员“十不准”
入脑入心，真正成为每一个记者编辑的行为
规范。 媒体融合入脑入心，拿起笔为报纸写
稿，触摸屏幕联通新媒。 .越来越多的传统报
人，正成为全天候、全方位的全媒体记者。

为您而变：因为使命，因为追求。
2016年，我们继续为您而变———

在导向上着重。 导向是党报的生命。 增
强导向意识，把正确的导向摆在首位，加强
导向管理 ，以更高要求 、更严纪律 、更实举
措，把导向要求落实到新闻宣传全过程。

在融合上着眼。以“新湖南”客户端为平
台，全面推进采编技术现代化，推进传统媒
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

在理论和文化上着墨。加大理论评论分
量，将理论评论打造成为特色产品和拳头产
品；继续办好《湘江周刊》、湘江微信公众号、
“新湖南”湘江频道。

在深度上着笔。把深度报道打造为读者
爱看的产品。 进一步办好 《深读》、《特别报
道》，强化分类新闻版的深度、力度和锐度。

在作风上着力。 切实落实 “十不准”要
求，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
作风正”的高素质采编队伍。

“源深而流远，根固而木长”。 扎根三湘
大地，湘音不改，湘情延绵。 永远不变的，是
党报的宗旨和方向，党报的底色与担当。

这， 是阳光下一场执着的奔跑， 永不
停歇。

奔跑， 与您同行， 与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同行。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唐
婷 陈昂）同一个会议室、同样坦诚务实的交
流。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徐守盛又一次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所在
的省委办公厅综调室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与
支部成员谈心交流。 他寄语大家，时刻牢记
和践行“三严三实”，在支部这个“大熔炉”里
经受锻造，始终绝对忠诚、始终勤奋好学、始
终保持定力、始终坚守底线。 只有这样，才能
居中守正、行稳致远。

“我来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 就是一名
普通党员， 和大家一样。” 这是2013年以来
徐守盛第三次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
支部组织生活会。 明了的一句开场白，令支
部成员倍感亲切温暖。

“党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尊卑之

别，每名党员都是党组织的一分子。 党员领
导干部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
织生活，这是党章的明确规定。 ”徐守盛特意
把党章带到会场， 与大家一起重温党章，重
温党的优良传统。

从8点半开始， 组织生活会扎扎实实开
了3个小时。 党支部书记代表支部通报了组
织生活会准备情况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开展情况，两位支部负责人围绕严格党内生
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深入践行
“三严三实”分别作对照检查发言，其他同志
逐一开展批评。 大家不遮不掩、坦诚相见，组
织生活会开得既严肃深刻、又气氛活跃。

“每一次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都是一
次作风洗礼和心灵碰撞。 ”徐守盛认真听取
发言，不时插话交流。 他说，“从大家的发言

中，深刻感受到大家对组织的忠诚、对事业
的执着和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能感受到大
家朝气蓬勃、团结奋进、作风优良，是一支忠
诚可靠、奋发有为、能打硬仗的优秀队伍。 ”

徐守盛以支部一员和一名长者的身份，
围绕践行“三严三实” 主题， 与大家促膝
谈心。 他联系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指出， 严和实是对党员干
部的最基本要求， 不是与生俱来的， 也
不是一劳永逸的， 践行“三严三实” 绝
不是一阵子， 必须是一辈子。 他寄语大
家， 以这次组织生活会为“加油站 ” ，
时刻牢记和践行“三严三实”， 继续发
扬“螺丝钉” 精神， 一如既往地潜心谋
事、 埋头干事， 更加奋发有为地做好本职
工作， 做到“四个始终”。 （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贺
佳 周帙恒）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
来到洞株公路长沙段，看望慰问工程建设者，
调研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建设情况。 杜家毫
强调，建设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是构建我省
“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发展新格局的首战工
程。要坚持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建功
必须有我”的境界，大力推进长株潭交通一体
化建设， 更好地发挥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引领
作用，不断探索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路子。

省领导易炼红、林武、张剑飞参加调研。
全长13.7公里的洞株公路长沙段， 已于

2015年12月29日实现通车，目前正在进行道
路两厢场地平整、绿化等扫尾。杜家毫来到这
里，亲切看望慰问工程建设者，向他们及其家
属表示慰问。 为加快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
展，2015年初，省政府部署要求洞株公路、坪
塘大道等9条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年内建成
通车。 2015年6月，杜家毫深入到多条城际快
速干道项目建设现场，再动员、再部署，勉励
大家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建设
进度，确保实现既定任务。经过一年的艰苦努
力，目前该9条道路已全线贯通，基本实现年
内建成通车目标。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记者 杨柳
青）今天，全省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和不动产统
一登记工作督查情况汇报会在长沙召开。省委
副书记孙金龙强调，强化跟踪督查，切实抓好
突出问题整改，锲而不舍推动两项改革任务落

实落地。 省领导许又声、傅奎、蔡振红出席。
根据省委、 省政府部署安排，2015年12

月上中旬，省委督查室、省政府督查室组织7
个督查组，对全省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和不动
产统一登记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督查。 乡镇

区划调整改革方面， 截至2015年12月30日，
全省109个有改革任务的县市区共513个新
设乡镇区划调整方案全部获得省里批复，其
中部分市县主动加压，全省在完成原定任务
基础上多撤并乡镇11个。 （下转2版③）

徐守盛参加省委办公厅综调室党支部组织生活会寄语大家

居中守正 行稳致远

杜家毫调研长株潭城际快速干道建设情况时强调

加快交通一体化建设
更好地发挥长株潭核心引领作用

孙金龙在全省乡镇区划调整和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督查情况汇报会上强调

锲而不舍推动改革任务落实落地

奔跑，与新湖南同行
———新年改版致读者

●洞株公路等9条长
株潭城际快速干道已全
线贯通，基本实现年内建
成通车目标

●确保长株潭城际
铁路2016年底通车，湘
潭市和株洲市力争2017
年底在各自城市主城区
建成一条轨道交通线

湖南日报2015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唐婷） 今晚， “春之声———长沙首届国际
音乐艺术季” 在长沙音乐厅拉开大幕， 世
界著名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携以色列爱乐乐
团带来的交响乐演出， 为长沙市民献上世
界顶级音乐盛宴。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与省会上千名群众一道， 在
美妙的交响乐中迎接新年到来。

省领导许又声、 易炼红、 傅奎、 刘莲
玉、 戴道晋、 谭仲池、 杨维刚、 张大方、
欧阳斌、 姜英宇观看演出。

晚上8时， 当满头白发的祖宾·梅塔出
现在长沙音乐厅湘江大厅时， 全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柴可夫斯基的 《第六交响曲》，
约翰·施特劳斯的 《蝙蝠序曲》、 《安娜波
尔卡》、 《维也纳， 我的梦中之都》、 《闲

聊波尔卡》、 《蓝色多瑙河》 ……一首首或
磅礴大气或欢快热烈或轻柔缠绵的交响乐
令观众如痴如醉。

在观众的热情呼唤下， 祖宾·梅塔几度
返场， 特别为大家奉上 《茉莉花》、 《浏阳
河》 等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国经典曲目， 令
全场气氛达到最高潮。 演出最后， 全体艺
术家戴上小彩帽， 演奏起欢快的 《拉德斯
基进行曲》， 大家情不自禁地应和着节拍鼓
掌， 共同迎接新年的到来。

今天启动的“春之声———长沙首届国际
音乐艺术季”， 将持续至2016年3月。 期间，
将有众多国内外知名团体及艺术家来长演
出， 包括交响乐、 室内乐、 独唱、 重奏等多
种形式的演出近30场， 为广大市民献上一场
场精彩绝伦的艺术演出与精神文化盛宴。

“春之声———长沙首届
国际音乐艺术季”启动
徐守盛与省会群众一道观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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