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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永刚

“爽”是一种感觉，让人身心畅快；“爽”是一
个目标，是长沙市政府对全市700多万百姓作出
的承诺！

1月21日下午，长沙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胜利闭幕。大会通过了关于《长沙
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决议。《规划纲要》
提出，未来5年，要把长沙打造成一座能量更大、
实力更强、城乡更美、民生更爽的城市，率先建
成全面小康加快实现基本现代化。

关键词：能量更大
《规划纲要》提出，要做大经济总量，经济综

合实力位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十三五期间，长
沙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到2020年，经济
总量达13000亿元左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
16万元。

做大城市容量。进一步提升公共设施容量、
公共服务容量和人居环境容量，构建500万人以
上特大型城市格局， 加快建设具有国际品质和
湖湘文化标识的现代化大都市。

做大开放格局，构建全方位开放体制机制，
增创对内对外开放新优势。

关键词：实力更强
《规划纲要》提出，要提升长沙的自主创新

力， 主要创新指标达到创新型城市中等以上水
平，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35%。

提升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打
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战略性新
兴产业基地、全国文化创意中心。“十三五”期间，
规模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9%；到2020年，战略性
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0%。

提升城乡承载力和政府服务力。到2020年，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81%，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达50%以上，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大幅提高。

关键词：城乡更美
《规划纲要》提出，未来5年，长沙自然生态

更加秀美。 到2020年，城市污水处理率达98%，
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100%，城市空气
质量优良率保持70%（新标准）以上。

城乡环境更加精美。到2020年，新改建农村

公路6000公里，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5%，农村
集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0%。

城市风貌更加优美。 着力构建天蓝、水碧、
空气清新的生态环境， 彰显城在林中、 路在绿
中、人在景中的独特景致。 到2020年，集中式饮
用水源水质达标率达100%，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达41%，森林覆盖率达55%。

关键词：民生更爽
《规划纲要》提出，“十三五”期间，长沙将增

强民生殷实感、舒适感、安全感、愉悦感。
居民收入结构不断优化，收入差距缩小，就

业更加充分，率先实现精准脱贫，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蔚成风气。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
均增长9%，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以内。

社会保障制度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基本实
现法定人员社会保障全覆盖。 居民享有现代化
的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养老、住房、健身、公
共交通等服务体系，“健康长沙”基本建成。

依法治市成效明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法治城市基本建成，公共安全水平明显提高，社
会公平正义得到有效维护， 社会治安公众满意
度达90%。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易禹琳
邓红） 2015年接待国内外旅游者4.73亿
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3712.91亿元， 增
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今天下午， 记者
从湖南旅游业年度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2015年湖南旅游成绩喜人， 2016年力争
实现旅游总收入4600亿， 力争到2020年
将我省建成为旅游经济强省。

据当天发布的 《湖南旅游2015年度
报告》， “十二五” 期间， 湖南5A级景

区由2家增加到8家； 崀山、 老司城先后
跻身世界遗产； 工农业旅游示范点从
110家增至162家， 旅行社从701家增至
848家； 大围山、 神农谷、 黄桑入围国
家级生态旅游示范区； 长沙灰汤温泉度
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湘潭被批
准为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全
国红色旅游国际合作创建区； 《两型旅
游景区标准》 成为国内第一个两型景区
旅游地方标准。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张彬 ）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20日通报
2015年湖南金融运行情况称： 去年我省金融机
构新增存款5438.8亿元， 首次突破5000亿元大
关； 新增贷款3438.2亿元， 首次突破3000亿元

大关， 均创历史新高。
存款方面。 至去年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

币各项存款余额 36220.6亿元 ， 同比增长
17.6%， 比上年末提高4.2个百分点， 连续3个
月走高， 快于全国5.2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存

款5438.8亿元， 同比多增1791.6亿元。
贷款方面。 至去年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

各项贷款余额24221.9亿元， 同比增长16.5%，比
上年末提高2.6个百分点，快于全国3.1个百分点。
全年新增贷款3438.2亿元，同比多增916.2亿元。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彭雅
惠） 20日，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
布监测数据， 预判春节期间， 全省生猪
价格将保持平稳状态。

监测显示， 养殖户养殖意愿没有明
显提升， 随着春节的临近， 市场需求量

有所提升， 2015年12月， 我省生猪出栏
价格为17.0元/公斤， 同比上涨19.7%。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预计， 春节前
后生猪价格会保持相对平稳， 春节之
后， 市场对生猪的需求量下降， 生猪价
格将开始季节性回落。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省内
就业岗位增多， 不少远走他乡的湖南农民工
“回流。” 20日，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
湖南农民工监测调查数据， 2015年， 我省农民
工总量达1727.3万人， 同比增加19.8万人， 其

中， 在本地就业的农民工528.4万人， 同比增
加29.7万人； 外出省内就业农民工超410万人，
占外出农民工比例较上年提高2.2个百分点。

监测显示， 去年各行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实现了全面增长。 其中， 建筑业农民工人均月

收入最高， 达到3924元， 同比增长13.6%； 制
造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最低， 为3096元， 同比
增长12.7%。 自主创业农民工增多， 2015年自
营就业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7.3%， 较上年提高
0.7个百分点。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潘帅成）1月20日， 邵阳警
方查处一起利用网络散布谣言案， 散布
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刘某某受到行政拘
留10天的处罚。

1月13日，网民“刘。 爷”在自己的微
信朋友圈及QQ空间“说说”板块中，转发
了一段民警执法视频， 并配发评论说：
“这就是邵阳的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事情
发生在邵阳县。 看到这个视频真为这些
带证的流氓感到伤心。 ”信息发布后，被
邵阳等地网民通过微信、QQ等大量转发，

引发社会关注，造成严重不良影响。
经公安机关核查， 视频中的事件是

2015年12月底发生在其他省的，当地电视
台对事件作过报道。证实“刘。爷”的信息为
谣言后，邵阳县公安局立案调查，查明“刘。
爷”的真实姓名叫刘某某，男，42岁，邵阳县
人，在外务工多年。 1月19日22时许，邵阳
县民警在浙江绍兴将刘某某抓获。

刘某某交代， 他明知转发的视频发
生在外省，但出于对社会的不满，故意制
造谣言， 将视频描述成发生在自己的家
乡邵阳县。

5年后，长沙更美好
能量更大、实力更强、城乡更美、民生更爽

邵阳查处一起散布网络谣言案

湖南农民工现“回流潮”
农民工收入普遍增长，建筑业农民工人均月收入近4千元

2015年湖南实现旅游总收入3712余亿元

2015年湖南金融运行数据显示

存款新增额首破5000亿元

春节后生猪价格将季节性回落

� � � � 1月21日，
湖南省肿瘤医
院，来自长沙市
湘剧保护传承
中心的演员们
为患者献上一
台艺术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段涵敏

摄影报道

湘剧艺术进医院

� � � � （上接1版①）

明规挺纪，将党纪党规刻印于心
2015年12月18日，湘西自治州州委采取“统一

命题、统一时间，分片分区、集中组织，闭卷答题、纪
委监考”的方式，组织全州9个县市区、216个州直副
处级以上单位，分68个考点，对13万余名党员进行
学习《准则》《党纪处分条例》“大考阅”，考试成绩
张榜公布并存入个人廉政档案。

这是湖南上下学习两部党纪党规的一个侧影。
2015年10月18日，中央印发《廉洁自律准则》、

《党纪处分条例》。
“迅速部署，紧锣密鼓，将党的纪律和各项要求

刻印在全体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心上。”10
月2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省
委常委会上组织原原本本学习了《准则》和《党纪处
分条例》后强调。

省纪委迅速对全省学习贯彻《准则》《党纪处分
条例》作出部署安排，把学习宣传贯彻两部党内法
规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实。同日，省纪委

通过廉政短信平台将党员廉洁自律规范发送至全
省副处级以上党员干部手机。

10月28日，省委下发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准则》
《党纪处分条例》的通知。各地各单位迅速开展中心
组专题学习，党委书记带头讲专题廉政党课。岳阳、
张家界、湘西自治州等市州将《准则》《党纪处分条
例》单行本发送到全市每一位党员手中，背准则、熟
条例。

11月11日，省委办公厅转发了省纪委、省委宣
传部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准则》《党纪处分条例》的
方案，启动“党内法规学习教育年”活动，并将学习
贯彻情况作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检查考核
的重要内容。

一时间，全省上下迅速行动，明规挺纪，将党纪
党规刻印于心。

利剑出鞘，让铁规发力禁令生威
2015年8月， 中央印发了《巡视条例》。8月28

日，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传达学习中央召
开的《巡视条例》电视电话会议精神，要求全省各级

各部门认真学习、坚决贯彻好《巡视条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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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做好全省巡视工作，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巡而不改、不如不巡，要毫不松懈地把巡视成
果用好、用足、用到位。”徐守盛反复强调，认真贯彻
落实《巡视条例》，必须紧紧围绕“六项纪律”，深化
“四个着力”，更好地发挥巡视监督的利剑作用。

2015年的前两轮巡视，全省共发现“四个着力”
方面的问题546个， 向省纪委移交涉及省管干部问
题线索80件，向省委组织部移交问题线索7件。目前
已办结16件，立案查处12人。省委调整了5名不适合
担任现职的省管干部职务。同时，向市、县纪检监察
机关移送涉及处及处以下干部问题线索340件，目
前已对220人进行了立案查处。

狠抓制度执行，扎牢制度篱笆，真正让铁规发
力、让禁令生威。12月29日，省委颁布贯彻《巡视条
例》实施办法，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内
监督、规范巡视工作提供了坚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向善向上，崇德守纪成为自觉
茨岩塘镇是龙山县红色革命胜地，有“武陵山

遵义城”的美誉。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等老一
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此战斗233天， 创建了湘鄂

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其纪念馆就坐落在集镇区的龙
家湾。

“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区的优良作风和传统美
德，切实把纪律和规矩记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
2015年12月29日， 镇党委书记魏福生组织76名党
员干部及村支部书记在纪念馆学习《准则》和《条
例》时倡导。

随着党内法规制度笼子的越扎越紧，执纪越来
越严，正风反腐力度越来越大，全省公款吃喝、公款
送礼、公款旅游、婚丧嫁娶违反规定大操大办等不
良风气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
心民心为之一振。

“开展党内法规的学习宣传，让党员干部内化
于心是‘上半篇’；贯彻落实党内法规，让党员干部
外化于行，崇德守纪成为习惯、成为风尚，才是更为
关键的‘下半篇’。”省纪委宣传部的干部深有感触
地说。

2015年11月26日，在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
记者看到村务公开栏上张贴着《准则》和《党纪处分
条例》摘要。“我们不仅张贴了，而且组织每一名党
员认真学习了。”村支书唐克勇介绍，该村党员干部
纪律意识、规矩意识明显增强，党员个个崇善向上、
创先争优。2015年，早已是“全国农业生态家园先进
村 ”的大松坡村，成为了“全省美丽乡村试点村”。

深化纪律教育 养成纪律自觉
（紧接1版②） 坚持纪严于
法 ，实现纪法分开 ，就是全
面从严治党，用纪律管住全
体党员 ，抓早抓小 ，动辄则
咎。 发现违纪问题早处理、
早提醒 、早打招呼 ，开展批
评自我批评，防止党员走向
违法深渊，真正实现中央的
要求，使管党治党从宽、松、
软真正走向严、紧、硬。

制度的生命在于执行，
执行需要责任担当。用纪律
管住全体党员，绝不能只是
嘴上说说 、纸上写写 、墙上
挂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担
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
责任，把党的领导体现在日
常管理 、监督中 。各级纪委
必须切实履行党章赋予的
职责，严格执纪，严管厚爱。
广大党员必须时刻将党章
要求刻印在心上，自觉用党
章党规党纪约束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