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巡视组别 巡视组长 副组长 巡视地区 （单位） 值班电话 邮政信箱 电子邮箱

省委巡视
第一组

张迎龙
万中学 省住建厅 0731-88316268 18108469072 长沙市第416号邮政信箱

swxsz01@sxfj.gov.cn
胡知荣 省民宗委 0731-84137286 13875917266 长沙市第417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二组

张 正

甘力琛
郭固权

湖南汽车工程职院 17155411286 株洲市第218号邮政信箱
swxsz02@sxfj.gov.cn

曹周义 长沙卫生职院 15802629287 长沙市第483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三组

曾凡国
陈 烽 湖南工艺美术职院 0737-3298913 益阳市第201601号邮政信箱

swxsz03@sxfj.gov.cn
伍小艾 益阳职院 0737-6101285 13469410110 益阳市第201602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四组

张伟达
万绍湘 长沙职院 0731-88540468 13787419566 长沙市第432号邮政信箱

swxsz04@sxfj.gov.cn
王浩然 湖南体育职院 0731-89905263 17352817706 长沙市第448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五组

张泽军
李建威 长沙学院 0731-88782968 15616232056 长沙市第475号邮政信箱

swxsz05@sxfj.gov.cn
陈训根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0731-88228256 18774885785 长沙市第445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六组

杨春林
艾天福 省移民局 13975177009 长沙市第446号邮政信箱

swxsz06@sxfj.gov.cn
皮巨飞 省审计厅 15116315879 长沙市第295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七组

高飞跃
张湘祥 湘南幼儿师专 13789126561 郴州市第26号邮政信箱

swxsz07@sxfj.gov.cn
彭光福 湖南石油化工职院 13337305356 岳阳市第10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八组

文志强
曾益民 省委统战部 0731-85157150 15773153227 长沙市第470号邮政信箱

swxsz08@sxfj.gov.cn
张国峰 省政协机关 0731-84307792 17308479772 长沙市第443号邮政信箱

省委巡视
第九组

孙剑霖
易意平 省编办 0731-82215671 18874023211 长沙市第441号邮政信箱 swxsz09@sxfj.gov.cn

凌生春 省委防范处理邪教办 0731-81115222 15116250565 长沙市第439号邮政信箱 hnswxsz09@sina.com

省委巡视
第十组

唐松成

戴 清 省档案局 0731-82689381 15773158185 长沙市第468号邮政信箱

swxsz10@sxfj.gov.cn姚赤平
曾 言

省煤炭局 0731—82765158 15111273532 长沙市第431号邮政信箱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张杨

欧阳金雨

眼下，2017届高校毕业生求职季已经开
启。某招聘平台近日发布的《2016年应届生
就业竞争力报告》显示，有36％的应届生希
望到“北上广深”工作，而3年前，该比例是
51％。相应地，有44％的应届生希望选择二线
城市工作，以杭州、苏州、长沙为代表的“新
一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正迅速攀升。

大学生的择业观， 向来是观察社会变
化的风向标。年轻人谨慎选择“北上广深”，
更加青睐“新一线城市”，一方面因为区域
性的产业规划使二、 三线城市吸收了部分
大城市溢出的产业，招聘需求增加；另一方
面，大城市的房价、工作、环境等压力也加
速人才往更舒适、 竞争相对更小的城市流
动。譬如长沙，既拥有新材料、食品、工程机
械、电子信息等多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又正
发展汽车、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新能源
与节能环保等众多新兴产业， 有着年轻人
施展才华的大舞台。而且长沙的房价不高，
住在长沙的幸福指数高，适合留住人才。

应届生选择行业的喜好， 也折射出时
代文化的变迁。从报告来看，“95后”对传统
行业的就业意愿降低， 更期待进入电子商

务、互联网金融、O2O等新兴行业领域。对
于“95后”来说，互联网就是一种与生俱来
的生活方式。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沙对
他们独具吸引力。

经过多年厚积薄发， 长沙已悄然亮出
“移动互联之都”的名片：目前，仅长沙高新
区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就达1500家。 两年
前，全长沙才100多家。如今，移动游戏、互
联网金融、电商等几大产业集群，仅2015年
就实现营收256亿元。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过去我们常
见的是公司、企业对人才的争夺，如今越来
越发现，人才争夺是作需要一个区域、一个
城市整体参与的。 长沙市政府对移动互联
网人才从引进到培育、扶持，都出台了一整
套政策体系。这些对毕业生而言，无疑是重
大利好。

当然，长沙的魅力还远不止这些。GDP
总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枢纽性、文化
亲近感……毕业生可从多维度， 全方位考
察一座城市的魅力。从“北上广深”到“新一
线城市”，几十年来，热门就业地、热门职业
的变化，我们已经历过好几轮。毕业生就业
渠道日益多元， 反映出当代年轻人的朝气
和拼劲，正是社会活力的体现。

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02 要 闻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蒋伟）今天，随着省委巡视组专项巡视省档
案局党组动员大会召开，本届省委最后一轮巡
视全面展开。目前，省委10个巡视组已分别进
驻今年第三轮第二批巡视的20个单位，标志着
本届省委巡视全覆盖任务将如期完成。

根据党章规定和中央、省委的要求，这次
巡视的主要任务是，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
十八届历次全会，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
重要讲话精神， 紧紧围绕加强党的领导这个
根本， 突出政治巡视定位， 聚焦全面从严治
党，把纪律挺在前面，以“六项纪律”为尺子，

重点发现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
从严治党不力等问题。对巡视“回头看”的单
位， 还将对上一轮巡视整改落实方面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巡视组将按照巡视工作条例规定的巡视
范围和工作方式，以及廉洁自律准则、纪律处
分条例等党内法规和有关规定开展工作，主
要采取与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和其他
干部群众个别谈话， 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
领导班子及其成员、 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
人和重点岗位主要负责人问题的来信、来电、
来访，调阅、复制有关文件资料，听取工作汇

报， 列席有关会议等方式了解情况， 发现问
题。 省委巡视组受理信访的时限为10月下旬
至11月中旬，目前已公布了值班电话、邮政信
箱和电子邮箱。 不属于巡视受理范围的信访
问题，巡视组将按规定转被巡视单位处理。

据悉， 省第十次党代会以来， 我省采取
“一托二”“四合一”等方式，加快巡视节奏、加
大巡视力度，加上这轮巡视，共15轮对14个市
州、122个县市区进行了常规巡视， 对86个省
直单位、27家省管企业和86所省属高校党组
织开展了专项巡视，对17个地区、单位开展了
巡视“回头看”。

2016年省委第三轮巡视第二批进驻情况一览表

本届省委最后一轮巡视全面展开
全覆盖任务将如期完成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于振宇）
今天，省直机关2016年新录用公务员初任
培训班在省委党校开班，870余名新录用
公务员参加开班典礼， 并面向国旗庄严宣
誓。副省长蔡振红出席并讲话。

蔡振红指出，作为公务员队伍的新成
员，要“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争做人
民满意的公务员。要坚定信念，做一名绝
对忠诚的公务员，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忠于国家，始终同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保持高度一致， 确保上下步调一致、政
令畅通。要心系群众，做一名服务人民的
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实现好、维护
好、 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

恪尽职守， 做一名爱岗敬业的公务员，认
真负责，敢于担当，勇于创新，恪尽职守、
谨慎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 要依法办事，
做一名遵法用法的公务员， 自觉尊崇法
治，依法履职尽责，带头学法、用法、守法，
在推动法治湖南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要公正廉洁，做一名干净干事的公务
员，切实增强思想上的免疫力、党纪国法
的执行力、履行职责的约束力 ,清清白白
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培训期间，学员们将接受公务员依法行
政、廉政和保密教育、公务员能力提升、公务
员法及相关配套制度解读、政务公开和信息
公开、公务员政务礼仪和心理调适等方面系
统学习。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通讯员 龙群 记
者 胡宇芬） 今天，2016年科技日报社全国记
者站站长会暨科技宣传报道工作座谈会在长
沙召开。 会议就深入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创新
大会精神，充分运用《科技日报》做好地方科
技宣传工作， 进一步提升科技舆论引导能力
进行了探讨。科技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社社
长李平讲话，副省长向力力致辞。

李平指出， 科技新闻宣传工作是科技工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
抓手，要准确把握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三
步走”的目标和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重点
任务，明确科技宣传工作的方向，坚持与时俱
进，全力做好科技宣传工作。他表示，科技日
报社愿与全国的科技工作相关部门共同努
力，全力做好党和国家的科技宣传工作。

向力力表示，《科技日报》 作为全国科技
系统最权威、覆盖面最广的科技界主流媒体，

长期以来对湖南省科技事业给予了大力支持
和关注，有力助推了湖南科技事业的大发展、
大提升、大繁荣，希望科技日报社一如既往地
支持湖南科技的发展， 多为湖南的科技创新
和转型跨越发展支招献策。 他指出， 近日省
委、省政府将召开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加快建
设科技强省步伐。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科技宣传工作， 采取有力措施助推科技宣
传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会上，省科技厅与科技日报社签署了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科技日报社将
总结研究推广湖南省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中的创新成果、创新经验和创新模
式，进一步加强和提升湖南科技创新在全国
的影响力。

年轻人就业，越来越喜欢上长沙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李国斌
实习生 张靖）今天上午，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书画作品展在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开展。老同志刘夫生、王克英、沈瑞庭、罗
海藩、蔡力峰、张树海等出席活动。

此次展览由省老干部局、省文化厅、省
文联、省老干部促进会、省老干部（老年）书
画家协会主办，共展出杨炳南、王金星、柯
桐枝、王友智、蔡德林等著名书画家和全省
各地书画家创作的311幅作品。 这些作品

弘扬红军长征精神， 讴歌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的丰功伟绩。

当天， 还举行了湖南省老干部（老
年）书画家协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据
悉，从2009年协会牵头开展全省“书画之
乡”建设以来，先后授予石门县、常宁市、
双峰县等10多个县（市、区）“书画之乡”
称号。协会将择机成立“洞庭书画院”或
“湖湘书画研究院”， 提升老年书画专业
水平。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书画展开展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彭培根 李紫薇） 今天， 由湖南省
社科联承办的全国第十八次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经验交流会在长沙举行。省委常委、省
委秘书长许又声出席并讲话。31个省市区
社科联的领导和社科普及部门负责人，全
国优秀社科普及工作者、 全国优秀社科普
及专家、 全国优秀社科普及作品和全国社
科普及基地的代表等200多人参加会议。

许又声代表湖南省委对会议的召开表
示祝贺，并简要介绍了湖南历史、地理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等情
况。他指出，湖南省社科界始终坚持正确方
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入推进理论研
究、学术创新、社科普及、理论惠民等工作，

发挥新型智库作用，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作出了积极贡献。

会议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
讲话精神， 推动社会科学普及工作再创佳
绩”为主题，对140位“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
及专家”、148位“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
者”、134部“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和122
个“全国社会科学普及基地”进行了表彰。

开幕式后， 各省市区及市州社科联分
为5组进行交流，介绍了各自开展社科普及
工作的经验和做法， 并就如何加强社科普
及立法工作、 增强社科普及的针对性实效
性进行了深入研讨。

会议确定全国第十九次社会科学普及
工作经验交流会由黑龙江省社科联承办。

全国第十八次社科普及工作
经验交流会在长召开
许又声出席并讲话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谢峥嵘） 今天上午，2016年度省十二届
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在长沙开班。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刘莲玉出席开班式并讲话。

本期专题学习班为期两天， 共有85名省
人大代表参加， 主要采取专题辅导与经验交

流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重点学习我省“十三
五”规划纲要解读、积极实施精准扶贫战略以
及如何提好代表建议等内容。学习期间，学员
们将听取省发改委、 省扶贫办主要负责人所
作的辅导报告，省财政厅、省林业厅有关负责
人将介绍建议办理工作体会， 履职优秀代表

还将进行经验交流。
刘莲玉指出， 提好建议是人大代表重要的

政治责任， 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必然要
求，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直接体现，是加强对
国家机关监督的有效形式。 人大代表要从提好
建议中体现价值与担当，不忘初心，心系人民；
深入实践，聚焦突出问题；加强学习，不断提高
自身素质。 各级各部门要为代表提好建议提供
保障，通过办理代表建议所产生的良好效果，激
发代表履职热情，提升代表建议工作水平。

从提好建议中体现价值担当

省人大代表专题学习班开班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曹雄）基层统战工作做什么，怎么
做？今天下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
黄兰香在株洲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会议上，围绕统战工作讲党课，强调基层统
战工作要重点抓好“四件事”。

“统战工作要全党来做。各级党委要切
实承担统战工作的主体责任，切实解决‘不
会做、不敢做、不愿做’的问题。”黄兰香指
出，新的历史时期，所有制形式更加多样、
社会阶层更加多样、 社会思想观念更加多
样，统一战线凝心聚力的任务不是减轻了，
而是更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统
战工作高度重视， 对新时期统战工作作出
了顶层设计。新时期的统战工作，要正确处
理好一致性和多样性的关系， 要尊重维护
照顾同盟者利益， 要搞好与党外人士的联

谊交友。
基层统战工作的重点是什么？黄兰香

指出，一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支持民主党派履行
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政治协商等基本职能。二是要做好党
外干部及党外代表人士的安排，确保中央
和省委的政策要求落实到位。三是要抓好
非公经济领域的统战工作，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3·4”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抓好省
委书记杜家毫关于万户民企大调研活动
专题报告的批示精神，构建“亲”、“清”新
型政商关系， 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促
进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健康成长。四是要抓
好宗教工作， 坚持党的宗教工作方针，积
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全面
提升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黄兰香在株洲讲党课时强调

基层统战工作要抓好“四件事”

争做人民满意公务员
省直机关2016年新录用公务员开展初任培训

科技日报社来湘研讨
科技宣传报道工作
李平、向力力出席

10月24日， 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建设现场，施工人
员正在进行外围扫尾工作。
该会展中心设6组12个单
层展馆、南北2个登陆厅，总
建筑面积约43.3万平方米。
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
包括北登陆厅、内廊及北面
8个展馆。目前，一期工程已
基本完工，计划下月初正式
开馆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一期工程基本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