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满平 刘联波）近日，东安县
纪委通报了一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的
典型案例：去年7月，该县国土资源局
唐某等6人以培训学习为名，到呼和浩
特市、济南市等地游玩，并将部分费用
共计22133元在单位报销。 县纪委决
定，给予唐某、苏某、吕某、王某4人党
内警告处分，给予蒋某、雷某2人行政
警告处分。

去年7月，东安县国土资源局唐某
借参加全国城建教育培训中心培训的
机会，带着苏某等5人来到内蒙古呼和

浩特市。在参加一天培训后，一行人商
量，擅自改变培训学习计划和行程，当
晚乘飞机到达山东济南， 游览了当地
景区。回来后，唐某等6人将往程东安
至呼和浩特、 返程长沙至东安产生的
交通费、 伙食费、 住宿费共计22133
元，到县国土资源局财务室报销。

面对处分， 唐某等6人追悔不已。
唐某说：“这次借考察学习之机外出旅
游，违反了中央八项规定，给单位带来
了不良影响。作为带队领导，我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 我将深刻吸取这次教
训，坚决改正错误。”

东安6名干部“假学习真旅游”被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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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先知

国土资源工作既是关乎国计民
生的大政治， 又是事关改革发展全
局的经济工作。新形势下，全省国土
资源系统将对标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确定的新愿景、新战略、新举措，为
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
稳定， 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 提供有力资源保障与优质服
务。

充分发挥国土资源要素调控作
用，大力促进全省经济转型发展。一
是进一步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立足“一核三极四带多点”区域发展
战略，组织编制《湖南省国土规划纲
要》，构建集聚开发、分类保护与综
合整治“三位一体”的省域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 二是强化资源要素精准
供给。强化计划调控、预审把关和科
学选址，优先保障重大基础设施、现
代产业、 民生实事等方面的用地需
求。分类调控房地产用地，落实保障
性住房用地。 严把新增产能用地用
矿关口，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
解过剩产能。 三是全面推进土地节

约和高效利用。 实施建设用地总量
与强度“双控”行动，开展单位国内
生产总值建设用地下降目标年度评
估，强化供地率考核。推进城镇低效
用地再开发利用， 开展国土资源节
约集约模范县市创建。 四是推动矿
业转型升级。 推进传统地质向大地
质转型，加大农业地质、城市地质和
环境地质工作力度， 积极引导新兴
能源、新兴建材、贵金属、宝玉石、矿
泉水等绿色矿业发展。 五是提升地
理信息资源保障服务能力。 开展地
理国情常态化监测， 推进普查成果
应用。 实施地理信息典型应用示范
工程，推进“智慧园区”建设，加快地
理空间数据共建共享。 加快湖南地
理信息产业园建设， 促进地理信息
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牢牢守住耕地红线， 着力增强
农村发展新动能。 全力做好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管控
和建设。 一是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
责。 强化各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
标考核， 考核结果作为领导干部实
绩考核、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
核重要内容。 二是严格控制建设占

用耕地。 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的整体管控作用， 从严核定新增
建设用地规模， 从严控制建设占用
耕地特别是优质耕地。 严格永久基
本农田划定和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
人不得擅自占用或改变用途。 三是
改进耕地占补平衡管理。 建立省级
补充耕地指标调剂库， 积极推动补
充耕地指标有偿流转。 探索集体建
设用地退出节余指标用于占补平
衡，努力拓宽新增耕地来源。四是切
实提升耕地质量。 大力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 促进山水田林湖一体化
保护。加强耕地质量监测，稳妥推进
建设占用耕地耕作层剥离再利用，
开展严重污染、损毁耕地修复。五是
落实农业农村发展用地保障政策。
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 允许村庄
整治、 宅基地整理等节约的建设用
地，通过入股、联营等方式支持农村
产业发展。

统筹推进各项重大改革， 不断
完善国土资源管理体制机制。 在浏
阳、澧县、芷江深化不动产统一登记
制度改革试点， 探索乡镇服务窗口
建设、一体化权籍调查、农村不动产

登记、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等。在
浏阳市协调推进土地征收、 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 把三项改革作为一个
有机整体全面统筹、协调推进，系统
总结试点经验和制度成果。 推进国
家部署的浏阳、澧县、芷江和城步南
山国家公园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
试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进一
步精简审批事项， 强化事中事后监
管，推行精细化服务。

用心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更好
实现国土资源惠民利民。实施超常规
支持政策， 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国
贫县和省贫县专项下达新增建设用
地计划。打通增减挂钩与占补平衡政
策，全面推进增减挂钩指标和占补平
衡指标从贫困地区向发达地区有偿
流转。不断完善地质灾害综合防治体
系，推动地质灾害“五张网”和“百千
万”工程建设。严格落实征地补偿标
准， 依法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
开展矿山地质环境调查评价， 促进
“一湖三山四水” 等主体生态功能区
综合治理与生态修复。
(作者系省国土资源厅党组书记、厅长)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通讯员 林俊）今天，湖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发布消息， 该局专家陈泳
被国际标准化组织“颜料、染料和体质
颜料”技术委员会确定为“色漆用立德
粉———规 格 和 试 验 方 法 ”
（ISO473-1982） 修订项目负责人，标
志着立德粉国际标准修订工作正式由
我国主导。

立德粉又称锌钡白，是一种白色无
机颜料， 广泛用于油漆、 橡胶制品、造
纸、油布、皮革、水彩颜料、塑料、造纸、
搪瓷等的着色。 我国是立德粉出口大
国， 年出口量占全球贸易总量的90%，

其中约六成从湖南出口。
目前， 立德粉出口贸易使用的仍

是1982年制定的国际标准。 而实际
上，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国际市场对立
德粉的产品规格、 工艺和检测都发生
了巨大变化， 陈旧的国际标准对我国
立德粉出口形成了严重阻碍，因此，我
国积极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出标准修
改的建议。

此次， 国际标准化组织启动以我
国为主导的修订工作， 能有效提升我
国立德粉产品质量， 增强我国对产品
质量的话语权， 以更好保障立德粉对
外贸易的利益。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彭雅惠
尹佩佩 ）湖南现代物流如何发展？
今后有了专家“把脉”。今天，记者
从省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获悉，由
该联合会发起，汇聚了政府、行业
协会、高校、企业相关专家的湖南
省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正式成

立。
“物流业作为国民经济先导性

与基础性产业， 其转型升级正在不
断深化与推进之中， 行业发展由过
去追求规模与速度演变为追求质量
与效益的提升。”湖南省物流与采购
联合会执行会长、 专家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尹国杰表示， 通过集聚湖南
现代物流专业高端人才， 能更好地
为政府、行业和物流企业出谋划策、
提供指导， 组建湖南省现代物流专
家委员会， 目的就是促进湖南现代
物流业转型升级， 构建湖南物流服
务体系。

据了解， 湖南省现代物流专
家委员会目前有24位成员， 均为
我省物流领域有突出成就的专业
人士。专家团队将重点针对“十三
五”期间，湖南物流业发展中迫切
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认真研究，
提出前瞻性、专业性，有针对性的
建议，为政府、行业、企业提供规
划、认证、建设、评审、技术推介等
服务工作， 充分发挥专家委员会
的“智库”作用。

建设新湖南
干在丁酉年

对标湖南发展新方略
实现国土资源新作为

湖南专家主导立德粉国际标准修订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曾青青 许泽群） 海水变为可
饮用的淡水， 在一个集装箱大小的装
置中就可轻松实现。 由泰富重装集团
自主研发的一体化海水淡化装置，在
第七届中国（北京）国际海洋工程技术
与装备展览会（简称“中国海工展”）上
一亮相，就收获了10余家合作意向客
户。

“只要有海水、有电，启动后可立
即产出淡水。”泰富海工研究院（天津）
海水淡化研究所副所长秦竞蕊介绍，
“一体化海水淡化装置”是将海水预处
理系统、淡化系统、能量回收系统都集
成在一个集装箱里，方便运输和管理，
可用于船舶、岛屿、海洋平台等领域。
海水经淡化处理后的水质可达到国家
甚至欧盟的饮用水标准， 每吨水运行

成本仅为4.5元。
看好广阔的海水淡化市场前景，

泰富重装近年与多家科研院校、 国外
先进海水淡化公司开展合作， 完全掌
握了低温多效蒸馏和反渗透海水淡化
技术。目前，公司已成功研发出了单机
日产淡水1.25万吨、2万吨、2.5万吨的
热法海水淡化系统， 以及单机万吨级
反渗透海水淡化系统， 技术参数均已
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据悉， 泰富天津临港工业园是泰
富重装除湖南九华工业园之外打造的
另一个智能制造千亿园区，拥有1500
米海岸线，总投资75亿元。园区内一个
日产200吨的一体化海水淡化装置项
目正在建设，预计今年投产，届时可解
决占地3000亩的园区内的全部用水
问题。

一个“集装箱” 海水变淡水
泰富重装进军海水淡化领域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沙兆
华）今天，“童心向党 爱在昭山”持续
性艺术教育帮扶项目在湘潭市昭山
示范区易家湾镇中心学校启动。

此次活动由省妇女儿童活动中
心、省直团工委、湘潭市妇联、湘潭市
昭山示范区联合主办。 来自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省国土资源厅、省水利厅
等省直单位的志愿者团队70余人来
到学校，给孩子们送去经典诵读、科普
知识、红色故事、航天知识等众多的课
外知识，让孩子们拓展了视野，陶冶了
情操。

易家湾镇中心学校地处城乡接

合部，有700多名学生，据介绍，学生
80%为留守儿童， 家庭教育缺失，特
别是孩子们对艺术的感知十分有
限。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从今年起，
以艺术培育爱心助教为切入点，联
合省直单位的各志愿者团队， 共同
开展为期一年的帮扶活动。 省妇联
主席姜欣表示， 以往社会帮助贫困
留守儿童多体现在物质、 心理上的
关注， 省妇联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呼
吁社会， 关爱也要体现在艺术兴趣
培养方面，实现助教“扶贫 ”以“扶
艺”为重要补充，为贫困留守儿童打
开认知世界的多彩门窗。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启动艺术帮扶

现代物流添“智库”
湖南省现代物流专家委员会成立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李国
斌）今天下午，由省文明办指导，长沙
市文明办、 开福区文明委主办的道德
模范和身边好人事迹巡展巡演活动在
开福区东风路芒果剧院举行。 长沙市
曲艺家协会的艺术家及部分长沙群众
文艺团队精彩演绎了道德模范和身边
好人的动人故事。

本场巡演以全国道德模范任菲莉、
廖月娥、周美玲，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
得者孟繁英，中国好人周海明、刘小鸥等
先进人物为原型， 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
评书、群口快板、花鼓戏、歌伴舞等形式，

艺术而生动地传播身边好人的善行义
举。巡演现场，长沙评书《伟大的母爱》讲
述了任菲莉10多年义务助残的故事，花
鼓戏表演唱《身边好人孟繁英》艺术再现
了“孟妈妈”救助流浪儿童、挽救失足少
年的感人事迹……一个个真善美的故事
被搬上舞台，让好人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湖南省文明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弘扬道德模范
和身边好人的事迹， 有利于在全社会
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形成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良
好风尚。

把道德模范和好人故事搬上舞台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张倩）3月以来， 南方
几乎是开启了“雨一直下”的模式。
对湖南而言，雨水还将持续。专家提
醒， 注意防范局部地区强降雨可能

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 并关注持续
阴雨天气对油菜花期、 春耕春播及
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

从3月1日到22日，长沙累计雨
日已有17天，而接下来，雨水在短暂

减弱后又将继续发展。 省气象台预
计，23日至24日全省有一次小到中
雨天气过程，其中23日全省阴天有
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湘西北局
部大雨；25日雨水减弱；26日至28

日白天雨水间歇。 气温方面，24日
至26日省内有一次冷空气过程，过
程降温幅度为4摄氏度左右。

目前， 我省双季稻早稻播种已
陆续展开，气象专家建议农户，密切
关注天气预报，提前浸种，利用降水
间歇及时播种下泥， 采用薄膜覆盖
以保温、防雨，建议全省大面积播种
安排在25日以后。

雨还将继续下
气象专家建议，早稻大面积播种安排在25日以后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周
小雷 通讯员 魏晗 周仁） 记者今
天从省军区招生办获悉，中央军委
新修订的《军队院校招收学员体格
检查标准》 已于近日发布施行。与
此同时，全军首个《军队院校招收
学员体格检查办法》 也正式出台。
今年我省军校招生将严格按照新

的《标准》和《办法》组织军检，并取
消初检环节，填报了军校和国防生
志愿并达到军检线的考生，可直接
参加军检。

新修订的《标准》分10章共68
条，在现行《标准》基础上增加了
11条，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如：
增加了心脏超声、血清肌酐、血清

尿素、空腹血糖和妇科超声5项辅
助检查项目，细化明确了装甲、测
绘、水面舰艇、潜艇、潜水、空降、
雷达和特种作战等特殊专业的身
高、视力、骨关节、心血管、耳鼻喉
和口腔等项目合格标准， 增加了
低视力者的矫正视力、 屈光不正
矫正术后眼底检查项目， 进一步

细化增加了7项女性学员不合格
标准，将体重标准上限放宽了5%，
调整放宽了文身、 瘢痕等部位和
大小限定， 传染性麻风病人接触
史、晕车、晕船、慢性副鼻窦炎等
检查项目予以取消。

新制订的《办法》规范了体检组
织实施相关内容、 临床相关检查内
容和方法、 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的
组织与方法，对数字值表述方法、体
检表填写、 体检结论填写进行详细
规范。

取消初检环节 规范检查标准
湖南施行新修订的军校招生体检标准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何淼
玲 通讯员 严文郁 梁成文） 最近，沅
江市人民政府原市长肖胜利受贿、滥
用职权、 行贿案在娄底市中级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检察机关的起诉书指控： 肖胜利
受贿74万余元、 造成公共财产损失
3000万余元、行贿13万元。肖胜利在
2011年11月至2015年4月担任沅江市
人民政府代理市长、市长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 先后收受湖南华诚某公司等
单位所送财物20次，其中收受人民币
现金72万元， 收受价值2万元的购物

卡4张及一张价值7800元的按摩椅，
折合人民币共计74.78万元。2011年8
月至2012年9月， 肖胜利违反税收相
关规定及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等规
定， 在收购不动产过程中违规决定为
某制衣公司承担纳税义务， 对不动产
不予评估， 借款给湖南某麻业有限公
司， 造成公共财产损失共计3004万
元。另外，肖胜利为感谢原益阳市委书
记、省委副秘书长马勇（另案处理），在
2013年春节至2014年国庆节期间，4
次送给马勇人民币13万元。

庭审结束后，审判长宣布择日宣判。

沅江市原市长肖胜利受审
受贿74万余元，造成公共财产损失3000万余元，行贿13万元

3月19日，双峰县井字镇
生机村集中育秧点， 村民在
田间播种秧谷。今年，该县早
稻专业化集中育秧示范面积
突破7万亩。 李建新 摄

集中育秧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唐爱
平）3月21日，三一筑工在马来西亚的首
家预制件工厂正式奠基，年中将投产。

三一筑工是三一集团旗下企
业， 此次建在马来西亚登嘉楼州的

预制件工厂， 也是三一筑工在马来
西亚的首家工厂。 三一筑工与马来
西亚政府于2016年8月达成该工厂
的投建协议。 据三一筑工马来西亚
总经理王真一介绍， 工厂主要服务

于马来西亚PR1MA（即“一马房屋
计划”,这是马来西亚政府推出的廉
价房屋计划）政府保障房项目，双方
当前已签订一期800多套住房建设
项目， 未来还有1万套的合作计划。

该工厂的落地实施， 标志着三一筑
工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登嘉楼州位于马来半岛东海岸，
东临南中国海， 拥有230公里的海岸
线，是马来西亚东海岸经济区的一部
分。受益各项政策的推动，该州近年
来经济增速加快，各项基础设施建设
纷纷上马， 尤其是在铁路、 海洋、石
油、煤气工业等领域增长潜力巨大。

三一筑工在马来西亚首家工厂奠基
年中将投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