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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22日讯 （记者
贺佳）昨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邀
请来自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
区）、高校、企业的9位基层党组织书
记到省委座谈， 围绕开好2016年度
省委常委班子民主生活会，面对面听
取大家的意见建议。 杜家毫强调，要
始终把基层所想所盼作为我们加强
和改进工作的方向，把全面从严治党
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坚持不懈抓基
层、强基础，持之以恒巩固“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成果，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保障。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盛荣华参
加座谈。

“请大家畅所欲言，是什么就说
什么，有什么就讲什么，既可以自己
提意见，也可以把基层党员群众的呼
声直接带上来。” 杜家毫的一席开场
白，打消了基层同志发言顾虑。

醴陵市委书记胡湘之第一个发
言，主题直指乡镇区划调整改革后基

层党建存在的硬件不足、 功能不完
善、硬件跟不上等问题。他建议，进一
步提质村级阵地、 提标经费保障、提
升基层队伍。

“我们街道一名预备党员认为自
己离党员的标准还有差距，主动申请
延期转正；如今找组织汇报思想的党
员越来越多……”长沙市雨花区同升
街道党工委书记张建向杜家毫介绍
了街道近几年加强党建工作后，涌现
出来的新鲜事。他结合基层实践谈了
自己的体会： 党建工作需要创新，但
也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有时简单的
办法往往效果是最好的。

张建的话引起了杜家毫的共鸣。
“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开展党内
集中教育活动等，这些被历史和实践
反复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做法，看似简单但却十分管用，必须
长期坚持下去。”杜家毫说，抓党的建
设，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不断总结我

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
功做法，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赋予其
新的内涵。

来自湘潭的韶山市委书记杨晓
军、湘潭大学化学学院党委书记刘稳
丰不约而同提到：要更好发挥伟人故
里红色资源的优势，一方面传承红色
基因、加强党性教育，另一方面促进
全域旅游发展。

座谈中，梁金华、汤婷、陈长青、
李志勇、 陈志强等党组织书记还结合
工作实际，围绕推进脱贫攻坚、破除文
山会海、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深化国企
改革、加强非公企业党建等发言。

杜家毫边听边记， 不时插话交
流。他说，大家来自各个方面，所代表
的是广大基层党员群众，省委常委班
子民主生活会将认真吸纳大家的意
见建议，能够办的马上办；一时办不
了的， 将在下步工作中研究和完善，
务求把大家的声音转化为工作成效，
惠及更广大人民群众。

杜家毫说， 一百年充满艰辛，一
百年创造辉煌， 一百年举世无双。实
践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在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要深入开展“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始终把党章作为共产
党员的最高行为准则，全面、系统、准
确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在坚持和深化中不断增
强“四个意识”，努力成为一名适应新
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合格党员。要始
终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扛在肩上，
不断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带头贯彻执
行《准则》《条例》， 严肃党内政治生
活，强化党内监督。基层党组织是党
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我们
党执政根基所在，要切实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充
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和引领作
用，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
坚强保障。

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征求部分基层党组织书记意见建议

把基层所想所盼作为改进工作的方向
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责任牢牢扛在肩上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张军 陈国辉 欧阳明升

今年，衡阳市委认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部署要求，以前所未有的力
度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努
力建设政治清明的新衡阳。全市各级
党组织围绕“基层党建规范提升年”
各项任务，坚持压实责任、问题导向、
落细落小和改革创新，全市基层党建
各项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12月21日， 衡阳市委书记周农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贯彻落实十八届

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全市各级党组织必须严格履行管党
治党责任， 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各
级党委(党组 )书记必须落实主体责
任，当好从严治党的书记。

从常委班子做起，全面
落实基层党建责任

今年，衡阳市委出台《衡阳市委
常委班子成员基层党建责任清单》，
将责任细化到每一个常委班子成员。
周农带领常委一班人认真履行党建

责任，带头办党建扶贫点、企业点和
社区点，以上率下，推动全市各级党
组织书记从严治党管党，形成了书记
抓、抓书记，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新格局。

今年农历春节上班第二天，衡阳
市打破春节传统习俗，组织召开恳谈
会。“石鼓区人民路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有人串岗、雁峰区天马山街道便民
服务窗口无人值守……”恳谈会刚开
始，气氛立马“紧张”起来。市委组织
部毫不留情通报春节上班第一天明
查暗访情况， 逐一点名通报26名在

2015年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考评中排
名靠后的乡镇（街道）党（工）委书记，
及时敲响基层党建工作警钟，强化基
层党建责任意识，提振基层党组织书
记的精气神。

为把基层党建压力传导“最后一公
里”， 衡阳市委落实问题台账、 微信提
醒、部长督办、明查暗访和交叉检查、业
务知识抽考、责任追究等措施。今年以
来， 因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不到位，
全市有48名县乡党委书记被约谈，26
名党员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下转3版①）

扛起责任 筑固“堡垒”
———衡阳市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到基层纪实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刘勇）今天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新闻发布会
公布，我省的城步青钱柳茶、绥宁
青钱柳茶、新田大豆、长乐甜酒、沩
山毛尖、 鼎城茶油、 祁阳石7个产
品，成为今年新增的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

城步青钱柳茶， 产自青钱柳的
原乡城步苗族自治县。 当地拥有湖
南省乃至全国最大的6648株野生
青钱柳群落。 以野生青钱柳叶制成
的青钱柳茶，质地纯正、口感甜润，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绥宁用青钱柳
嫩叶泡茶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采
用古法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新工艺
加工出来的绥宁青钱柳茶， 汤色橙
黄、气味清香，过夜不馊。新田土壤
含硒量高，所产大豆“粒大卵圆、豆
脐黄褐、色泽金黄、高蛋白、高硒、口
感纯香”，全县种植面积6万余亩，年
产量1万余吨，产值近亿元。汨罗的
长乐甜酒，以当地的“三寸粒”糯稻
米为原料，辅以秘制酒曲，酿成的甜

酒清澈透明、香味馥郁，入口生津。
宁乡沩山位于北纬28度的黄金茶
叶产业带上。 沩山毛尖作为中国
“黄小茶”的历史代表产品，在唐代
就已著称于世， 历史上一直是贡
茶。常德鼎城是国家油茶基地示范
县（区）。鼎城茶油以独特的寒露籽
为原料，以传统的低温压榨工艺榨
取，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茶油的纯天
然、高营养品质。祁阳石的开采历
史可以追溯至唐朝，尤以祁阳砚为
盛。祁阳石石质温润细腻、色泽晶
莹、纹路独特，现在还用来制作屏
风、摆件以及祠堂庙宇门楣上题字
的匾额等。

目前， 我省共对68个产品实
施了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核准使
用专用标志企业296家， 年总产
值近1200亿元。 地理标志产品，
是指产自特定地域， 所具有的质
量、 声誉或其他特性本质上取决
于该产地的自然因素和人文因
素， 经审核批准以地理名称进行
命名的产品。

“地理标志”价千金
我省新增7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目前全省已对68个产品实施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年总产值近1200亿元

湖南日报 12月 22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高志明)12月中旬，
记者在桃源县了解到,从国家卫计委
开展“建设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活
动以来，该县多措并举，经3年攻坚，
全县39家乡镇卫生院就医环境得到
明显改善，医技水平大幅提升。现在
这些乡镇医院就诊率达到56.3%，接
近省政府确定的到2020年基层医疗
机构就诊率达60%的目标。

在“建设群众满意乡镇卫生院”
活动中，桃源县制定了“分类指导、统
筹推进、一院一策、各具特色”的发展
规划，并把改善医疗环境、培养医技
人才作为重要举措。该县积极运用政
策， 争取项目和资金， 自2013年以
来， 共争取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69
个，到位资金6587万元，新建业务用
房3.65万平方米，配备医疗设施设备
1500余台（套）。 （下转3版③）

让群众安心在“家门口”就医
桃源大幅改善医疗环境， 着力培养医技

人才，乡镇卫生院就诊率达56.3%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李希蒙） 长沙市住
房保障服务局今天发布消息：2017
年至2021年棚户区改造计划正式
出台， 其中，2017年长沙市棚户区
改造计划开工项目 67个、 改造
17182户、改造面积217万平方米。

拥有一个温暖舒适的家， 是所
有普通家庭最朴素的愿望。 对于居
住在低矮潮湿、 简陋破败棚户区的
人们来说，对“安居”的渴望尤其强

烈。2014年以来，长沙打响新一轮棚
户区改造攻坚战， 将住房保障的重
点投向城市的“斑点”———棚户区。

今年以来，截至11月底，长沙共
实施棚户区改造42646户、578.08万
平方米，前11个月完成的改造户数、
改造面积突破了全市历年来最高记
录，城区原来最脏乱的地方，打造成
了设施齐全、服务配套、环境优美、
管理有序的现代社区。

（下转3版②）

长沙市未来5年棚改计划出台

2017年，217万平方米

导
读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65家金融机构与138家文化企
业代表“零距离” 探讨“文化+金
融”；19个项目签约金额达1593.6亿
元， 其中战略合作协议1300亿元，
授信金额241亿元， 贷款合同金额
49.6亿元， 股权投资3亿元。12月22
日，在“2016湖南省文化产业与金
融业合作对接会”上，文化与金融再
次“联姻”，碰撞出绚丽的火花。

金融支持文化，成效显著
电广传媒、 拓维信息、 中南传

媒、天舟文化、快乐购，这5家上市
文化企业均来自湖南， 截至今年第
三季度末，5家公司市值达906亿
元；10余家文化企业挂牌新三板，
20多家文化企业拟上市， 除此之
外， 我省还拥有近4万家中小微文
化企业。

“由此可见，近年来，湖南金融
机构对湖南文化产业的支持成效是
显著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

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
金鸢透露， 此次对接会是省文化改
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与省政府金
融办第3次联合举办这类活动。这样
的活动不仅拉近了文化企业与金融
业的距离，增加了合作机会，也提升
了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金融业服务
水平。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科技含量
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绿色
产业，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作为
文化大省， 我省的文化产业也一直
处于稳步增速发展中。“电视湘军”
“出版湘军”“动漫湘军”和“演艺湘
军”不断脱颖而出，蜚声业界。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 期间，
我省累计实现文化和创意产业增加
值6765.3亿元，是“十一五”的2.35
倍。2015年，湖南文化和创意产业增
加值达1707亿元， 同比增长12.8%，
占全省GDP比重为5.9%， 继续保持
全国第一方阵及支柱产业、千亿产业
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地位。

（下转8版）

文化产业与金融资本
进入“互利时代”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唐
爱平 实习生 王鑫）长沙高新区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主线，全面建
设“中国麓谷·创新谷”，活力勃发，竞
争力显著提升。 据最新统计数据，长
沙高新区综合实力在全国146个国
家高新区中列第16位， 创新能力进
入全国前十。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
批以来，作为示范区的“领头雁”，长
沙高新区精心谋划创新示范“路线

图”“时间表”， 推出麓谷创新指数体
系，实施首批60多个先行先试项目。

新型研发机构先行布局。长沙高
新区建设一批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
包括中国科学院天仪空间研究院、湖
南航天新材料技术研究院、长沙智能
制造研究总院、长沙增材制造（3D打
印）工业技术研究院、长沙北斗产业
安全技术研究院，总面积超过4万平
方米， 争取各级政府资金支持近1.5
亿元。其中，3D打印、北斗安全技术

等研究院均为业内全国首家，天仪研
究院成为国内首个研制卫星的民营
机构，发射的“潇湘一号”卫星，成为
我国首颗商业化科学实验卫星、我
省首颗人造卫星。目前，长沙高新区
拥有各类研发机构和创新平台近
600个，其中，国家级平台近60个，
国家级研发机构数量居全国高新区
第4位。

创新型企业群体持续壮大。今年
以来，长沙高新区仅麓谷园区新申报

高新技术企业就达208家， 拟认定
189家， 高新技术企业总数目前达
612家，占长沙市50%、全省30%。麓
谷园区企业全年新获批市级以上创
新平台28个。

科技服务平台加速构建。作为全
国首批科技服务体系试点园区，长沙
高新区聚集了各类专业科技服务机
构1000多家。光琇高新、圣湘生物、
圣维尔检验3家全国首批基因检测技
术应用示范中心挂牌；湖南省国际低
碳技术交易中心运营，成为我国首个
低碳技术交易中心。湖南知识产权公
共服务平台上线，湖南省知识产权交
易中心已与19所高校院所、 多地政
府达成合作。

长沙高新区崛起“创新谷”
综合实力居全国146个国家高新区中第16位，创新能力进入全国前十

党员干部投资理财
3条“红线”不能碰

让靠谱的项目找到靠谱的钱

2版

4版

政绩观·获得感·指挥棒
———从三个关键词看中央生态文明建设考核新部署

20版

■培育新动力 拓展新空间

原创舞剧
《水印五溪》

公演
12月22日晚，

原创中型舞剧《水
印五溪》 在湖南艺
术职业学院实验剧
场公演 。《水印五
溪》 讲述了一个发
生在五溪大地上的
故事， 将五溪人艰
苦朴素、 勤劳善良
的品质， 以舞蹈的
方式传递给观众。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余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