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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于12月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以深入学
习领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为主题，围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要求，重点对照《关于
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
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联系中央政治局工作，联
系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实际，
联系自身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的实际，进行自我
检查、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加
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的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
会前，有关方面作了准备，对贯彻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的情
况进行了梳理，就中央政治局加强自身建设在
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同有
关负责同志谈心谈话，重点围绕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党的团结、开展党内政治生活、自觉接受
监督、廉洁自律等方面进行查摆，撰写了发言
材料。

会议首先审议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 落实加强作风建设措施的情况报

告》。 随后，中央政治局同志逐个发言，按照要
求进行对照检查。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认
识深刻，体会真切，查摆严格，意见坦诚，交流
充分，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方向、凝聚了
力量。

中央政治局同志的发言， 把握和体现了4
个重点。 一是对加强和规范新形势下党内政治
生活、党内监督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自觉
以身作则、为全党全社会作出示范。 二是对增
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
认识， 自觉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

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扎扎实实贯彻落
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 三是对作出重大决策部
署必须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做到科学决策、民
主决策、依法决策的认识，加强对党和国家工
作重大问题和突出矛盾的调查研究。 四是对中
央政治局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带头自律和
接受监督、 保持清正廉洁政治本色的认识，对
个人廉政情况作出报告，坚持用党和人民赋予
的权力为人民服务。

会议认为，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确

立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是关系党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 是关系党
中央权威、 关系全党团结和集中统一的大事，
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大事。 习近
平同志成为党中央的核心、 全党的核心， 是
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形成的， 赢得了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 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 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是党和国家前
途命运所系， 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

（下转2版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

对照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研究加强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曾寿彬 姚广平）扭亏为盈，省属国企打
赢了一场提质增效攻坚战！今天，记者从省国
资委获悉，1至11月， 省属监管企业实现营业
收入3047亿元，同比增长14.6%；37户控股企
业盈利14.3亿元，省属国企整体扭亏为盈。

今年以来， 面对经济下行和转型升级的
双重压力，省国资委和省属监管企业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年初稳增长、
调结构、推改革、强监管、提质效的目标，扎实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增收节支力度，
运行质量不断改善。

省属监管企业不等不靠，主动出击，向市场
要效益，向改革转型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企
业生产经营整体保持“平缓回升”的态势。 湖南
建工集团全力以赴拓市场、强管理、促效益，1至

11月实现利润总额4.68亿元， 同比增长34.7%；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不断强化“一体三翼”发
展格局，抢抓政策利好机遇，前10个月就完成了
全年利润目标； 湖南长丰集团等企业加大产品
更新换代和转变销售模式力度， 不断提高市场
占有量； 湖南黄金集团通过不断加强公司董事
会建设，优化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今年预计
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加2.26亿元。 （下转6版①）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刘文韬 唐
婷 通讯员 彭晓春）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在长沙举行。 会议审
议了2项决定草案，表决通过了3项决定案，补
选1名全国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许
达哲列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谢勇、刘
莲玉、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
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许又
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康为民、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刘莲玉作的提请补选第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议案的说明， 省委副书记、 省人民政府
省长许达哲作的人事任免案说明， 省人大常
委会秘书长彭宪法作的人事任免案说明。 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拟任人员谢建辉、 杨光荣等
作了任职前发言。 会后， 常委会组成人员进
行了分组审议。

（下转2版②）

决定任命：
谢建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杨光荣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许显辉为湖南省监察厅厅长。
决定免去：

李晖的湖南省文化厅厅长职务。

谢建辉，女，汉族，1961年11月出生，湖
南长沙人，1978年11月参加工作，1978年8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主要经历：1978年11月至1983年1月，长
沙市望城县霞凝区团委书记；1983年1月至
1984年9月， 长沙市望城县丁字公社党委副
书记；1984年9月至1986年7月， 湖南广播电

视大学党政干部基础专修科学习；1986年7
月至1987年6月， 长沙市望城县丁字公社党
委副书记；1987年6月至1991年4月， 共青团
长沙市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4月至1994年
10月，共青团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青联主席；
1994年10月至1995年7月， 共青团长沙市委
书记（1992年8月至1994年12月，中央党校函
授学院经济专业在职本科学习）；1995年7月
至1998年6月，长沙市天心区委书记；1998年
6月至2000年9月， 长沙市岳麓区委书记
（1997年9月至2000年7月， 中央党校在职研
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2000年9月至
2006年9月， 长沙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
2006年9月至2010年8月， 长沙市委常委、副
市长；2010年8月至2011年9月， 长沙市委副
书记、 副市长（2011年6月明确为正厅级）；
2011年9月至2011年12月，长沙市委副书记；
2011年12月至2013年12月， 省商务厅厅长、
党组书记，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兼）；2013年
12月至2016年12月，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
任、党组书记；2016年12月至今，省人民政府
党组成员，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
记。

2016年12月27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谢建辉为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

杨光荣， 男， 汉族， 1962年11月出
生， 湖南湘潭人， 1989年8月参加工作，
198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研究生学历，
经济学硕士， 经济师。

主要经历： 1982年9月至1986年6月，
湖南财经学院财政系财政学专业学习 ；

1986年6月至1989年8月， 西南财经大学财
政系财政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9年8月至
1993年3月， 长沙市财政局科研所干部；
1993年3月至1994年12月， 长沙市财政局专
职督查员 （副科级）； 1994年12月至1998年
4月， 长沙市财政局副局长； 1998年4月至
2000年1月， 长沙市财政局局长； 2000年1
月至2002年5月， 长沙市财政局局长、 党组
书记； 2002年5月至2003年12月， 长沙市天
心区委书记； 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 长
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2004年1月
至2006年9月，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
书记、 长沙县委书记； 2006年9月至2008年
11月， 长沙市委常委、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党工委书记、 长沙县委书记； 2008年11月
至2013年3月， 省旅游局局长、 党组书记
（其间： 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 中央党
校地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 2013年3月至
2016年11月， 张家界市委书记； 2016年11
月至2016年12月， 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
办公厅党组书记； 2016年12月至今， 省人
民政府秘书长、 党组成员、 办公厅党组书
记。

2016年12月27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杨光荣为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

第24303号 今日24版

2016年12月28日 星期三

华声在线：www.voc.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丙申年十一月三十

提质增效稳增长 改革监管齐发力

省属国企整体扭亏为盈
1至11月，省属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3047亿元，37户控股企业盈利14.3亿元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决定任免名单

（2016年12月27日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

谢建辉同志简历

杨光荣同志简历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帅兵 宋志娟 叶
一乐） 从长沙市井湾子走出去的一支隧道施

工队伍， 10年来年经营规模从几百万元发展
到200亿元， 成为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一支

劲旅。 昨天， 由中建五局隧道公司升级而成
的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在重庆巴南区挂
牌。

2006年， 中建五局隧道公司成立， 并于
2007年10月移师重庆， 主营业务为轨道交
通、 铁路、 公路、 市政工程。 （下转6版②）

湘籍隧道公司在重庆“升级”挂牌
10年来，年经营规模从几百万元发展到200亿元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七次会议
徐守盛主持会议 许达哲列席会议

决定任命谢建辉杨光荣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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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经济这一年

谢建辉

杨光荣

湖南日报12月27日讯 （记者 贺佳 孙敏
坚 周帙恒）今天，省委召开市州委书记抓基
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议。 省委书记杜家毫
强调， 抓党建是各级党委首要之责、 根本之
责，要树牢“四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注重
改革创新，把发展第一要务抓在手里，把党建
第一责任扛在肩上， 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省委副书记、 省长
许达哲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 省领导陈向
群、易炼红、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蔡
振红、胡衡华、盛荣华，以及中央组织部有关
部门负责人出席。

在总结借鉴去年经验基础上， 这次会议
进一步扩大了述职评议考核范围。会上，14位
市州委书记，以及省直机关工委、省委教育工
委、省国资委党委负责同志分别述职。大家直
奔主题， 总结了当地抓基层党建工作的特色
和成效，剖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下
一步整改思路和举措。“工作中存在问题不可
怕，怕就怕有问题发现不了，发现了问题解决
不了。 ”杜家毫认真听取述职，并逐一点评，要
求大家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推动基

层党组织建设全面加强， 不断提升群众的获
得感、满意度。

杜家毫充分肯定一年来全省基层党建工
作取得的显著成效。他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永
远在路上， 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切实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夯
实基层基础， 在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展
现新作为、作出新贡献。 要把“四个意识”贯穿
到党建工作全过程， 切实担负起党委管党治
党的主体责任和党委书记抓党建的第一责
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要把严肃党内
政治生活的要求落实到基层， 不断总结和发
扬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经验和成功做
法，从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大力惩治
“雁过拔毛”式腐败，狠抓纪律和作风建设，进
一步提振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提升
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影响力。要进
一步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加大教育培训
力度，做好村、社区“两委”换届选举，选优配
强基层党组织书记，大力培养年轻党员干部，
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让广
大党员在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决胜

脱贫攻坚等生动实践中成长成才、建功立业。
要抓实基层基础保障， 加大村级服务平台建
设力度，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进一步密切
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不断增强基层党
组织政治引领和服务群众的能力。 要坚持党
建工作与中心工作一同部署、一体推进、一起
考核，找准机关、高校、国企以及“两新”组织
等开展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和结合点， 确保党
建工作与经济工作、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
手抓、两不误、两促进。

许达哲说，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省委的决策部署， 把党建工作
落实落细。 各市州委书记要真正从思想上认
识到党建工作特别是基层党建工作的重要
性，以问题为导向，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强
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履行好党建第一
责任人职责，解决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要在充分掌握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
况的基础上， 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为湖南经济社
会持续健康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
美好愿景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召开市州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议

抓党建是各级党委首要之责根本之责
杜家毫现场点评并讲话 许达哲出席 乌兰主持

湖南明确“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路线图

点亮航天大国“强气质”
———航天白皮书定位发展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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