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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谭意 卢冬玲）今天，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
花篮教育观摩活动，在韶山毛泽东广场启动。

这次活动是由省韶山管理局联合武
警湖南省总队主办的， 旨在宣传毛泽东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 更好
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党性教育。 当天上
午10时01分， 启动仪式开始，22名武警礼
兵迈着整齐的正步列队入场。 伴随着庄严
的《献花曲》响起，6名武警礼兵抬着3个高

1.83米的花篮，敬献于毛泽东同志铜像前。
随后，省韶山管理局、湘潭市、韶山市工作
人员及驻韶山武警部队官兵、 毛氏族人代
表等400多人组成方阵， 依次走上广场瞻
仰区，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鲜花。数千名
来韶山的游客观瞻了启动仪式。

据介绍，以后每周一7时49分，将在韶
山毛泽东广场举行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
花篮仪式。7时49分，寓意着7月建党、1949
年建立新中国。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张颐佳）
今天上午，在长沙市第六水厂，工人们正抓
紧施工。记者从长沙水业集团了解到，该水
厂预计将在今年上半年建成并投入使用，
届时长沙城北18万居民将用上来自浏阳
株树桥水库的优质水。此外，长沙市第七水
厂也正在建设中， 一期预计年内建成投入
使用。随着新建的这2座水厂的加入，今年
长沙城区将有10座水厂，日供水设计能力
达255万吨。

长沙市第六水厂位于开福区芙蓉北
路与兴联路交会处的西北角，项目于2015
年12月开工。据介绍，六水厂一期新建的
原水管网长约8.1公里， 从栖凤路过浏阳

河，再到芙蓉路，穿过捞刀河，再到兴联
路，施工历时一年。该水厂一期预计将在
今年上半年建成并通水运行，日供水设计
能力为10万吨，建成后，将大幅度地提高
长沙金霞经济开发区、丁字镇、桥驿镇及
周边地区约18万居民的用水质量和用水
安全，满足因城市发展而日益提高的用水
量要求。

另据了解， 位于长沙暮云片区的长沙
市第七水厂正在建设中。 该水厂规划日供
水设计能力为60万吨/天， 其中一期为20
万吨。 七水厂一期预计今年年底建成并投
产。届时，暮云、跳马等地数十万居民将喝
上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扑下身子抓项目

省会又将新添2座水厂
城北18万居民将用上浏阳株树桥水库的优质水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彭如钢 ）水库移民生产资源少，贫困
程度深，增收难度大。在今天召开的全省移
民工作会上，省政府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戴道晋要求，全省要坚决补齐水库移民工作
短板，确保水库移民与全省人民如期同步小
康。

近年来，湖南移民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由
于库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 发展速度落后于
非库区。目前，全省还有贫困移民23万多人，
成为扶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

戴道晋要求，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扶贫攻坚决策部署，破
解库区配套设施差、 短板多和移民增收慢等

难题。 水库移民政策第二个十年周期已经到
来，各地要把握好政策机遇，推动移民后扶工
作实现“三个转变”：即扶持方式由“漫灌式”
向“精准式”转变，资金投放由“撒胡椒面”向
“突出重点”转变，资金监管由常规监督向精
细高效的信息化监管转变， 帮助移民群众实
现“二次发展”。全省要加快推进水库移民避
险解困试点， 争取有更多的特困移民纳入试
点范围；整合多方资源，实施整村推进，严格
资金管理，创新投入方式，打造湖南移民后期
扶持的升级版。

戴道晋在全省移民工作会上要求
确保水库移民同步小康

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
教育观摩活动在韶山启动
每周一7时49分举行这一仪式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李伟锋 ）
3月22日，省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召
开会议， 确定今年全省社会体制改革重点
任务。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副省长
向力力出席。

会议明确， 今年社会体制改革重点瞄
准7个方面， 包括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
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健全社会治理创新机制，深化人事制度
改革，建立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激励机制，
推进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等。

陈向群指出， 社会体制改革是实现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
发挥政府作用、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的重要举措，社会高度关注，群众充

满期待。要把握社会体制改革政治性、政策
性、政府主导性、系统性强的特点，按照省
委深改组部署要求，主动作为，高质高效推
进各项改革任务。要牢牢坚持民本意识，始
终把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摆在突出位
置。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抓紧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精准施
策， 切实增加公共服务供给。 要切实强化
“四个意识”， 强化责任担当， 完善工作机
制，扎实作为，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向力力对相关领域改革作了重点部
署，并提出了工作要求。

会议还审议了《2017年深化社会体制
改革工作要点》和《促进社会办医加快发展
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社会体制改革明确7大重点任务
陈向群要求，坚持民本意识，扎实作为，确保改革取得实效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李伟锋
曹娴） 省委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今
天召开2017年度第一次会议。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研究了全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
重点工作， 明确今年着重抓好8个方面的制
度建设，完成20项改革任务。其中包括健全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
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
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
和生态补偿制度， 建立健全环境治理体系，
健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建立生
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

陈向群指出，各地区各部门务必从改革

发展全局高度，深刻认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的重大意义。坚定改革决心，用最严格的制
度来保护生态环境，用最严肃的责任追究来
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全
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精准发
力、综合施策，以重点突破带动改革全局。

陈向群强调，各级、各部门负责同志要
勇于挑最重的担子、啃最硬的骨头，把深化
改革、狠抓落实作为增强“四个意识”的具
体行动。抓好统筹协调，调动各方积极性；
抓好分工落实，明确路线图和时间表；抓好
考核评价，建立健全考核奖惩机制；抓好公
众参与，引导社会力量为建设生态文明、推
动绿色发展共同献计出力。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突出8项制度建设
陈向群要求，用最严格的制度来保护生态环境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张颐佳)今
天上午，长沙市2017年党员领导干部廉洁
从政警示教育大会召开。省委常委、长沙市
委书记易炼红围绕如何以赶考精神构筑
“不想腐”的思想堤坝，与大家畅谈交流。

会上， 大家集中观看了中央纪委拍摄
的系列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以及省纪委
和长沙市纪委联合摄制的专题片《迷失》。

近年来，长沙高度重视全面从严治党，
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按
照党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 着力抓主体
责任和监督责任的具体落实，着力从“不敢
腐”“不能腐”“不想腐”3个层面构建机制、
营造环境，形成了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政

治生态。全市共查处“两个责任”落实不力
问题172件，涉及县处级干部19人、乡科级
干部13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9人，通报
问责案件35起，释放出“失责必问，追责必
严”的强烈信号。

易炼红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永远在路上的决心
和定力， 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
定不移地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体现了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坚强意志。

易炼红指出，要充分认识“不想腐”的
重大意义，构筑“不想腐”的思想堤坝；要切
实打牢“不想腐”的思想根基；要继续净化
“不想腐”的政治生态。

易炼红在长沙市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警示教育大会上强调
以赶考精神构筑“不想腐”的思想堤坝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乔梦平）今天上午，省政府召开消防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回顾总结2016年工作，研究部
署2017年全省消防工作。 副省长谢建辉出席
会议并讲话。

2016年全省火灾形势整体平稳， 共发生
火灾15091起， 未发生重大以上火灾事故。与
上年同期相比，火灾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

数、直接经济损失分别下降2.6%、12.6%、6.3%
和20.1%。其中，电气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原因。

会议指出，今年，全省将消防工作作为行
政绩效、安全生产、社会综治等考评的重要内
容，将区域性火灾隐患整治、“城中村”、“三合
一”、老旧小区消防改造、弱势群体消防安全
服务等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 年内将推
动80%的乡镇（街道）消防安全网格实现规范

化管理。
谢建辉充分肯定了全省2016年消防工作

取得的成绩， 并对2017年工作提出了明确要
求。 她强调，2017年是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
年，也是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的第
一年，要进一步增强抓好消防工作的紧迫感和
责任感，突出重点、精准发力，确保消防安全形
势平稳。要坚持问题导向，多方施策，切实提升
防范火灾的能力和水平，各级各部门要压实责
任、齐抓共管，确保消防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开
创我省消防工作新局面，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建辉在全省消防工作会议上强调
切实提升防范火灾的能力和水平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毛阿雪）今天上午，民建湖南省委召
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省政协副主席、
省科技厅厅长、 民建湖南省委主委赖明勇
传达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精神， 全国
政协委员、 民建湖南省委副主委刘长庚传
达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精神。

会议要求， 湖南民建各级组织和广

大会员要深入学习贯彻两会精神， 将自
学和有组织的学习相结合， 要联系实际
学习，结合“两学一助”、“不忘合作初心，
继续携手前进”专题教育，将学习落实到
行动上。 希望大家围绕党和政府各项中
心工作，进一步做好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凝心聚力“十三五”行动等各项工作，为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智慧和力
量。

民建湖南省委传达学习全国两会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建设4.3万平方米的3个新车间，为何见
不到庞大的施工队伍？”

3月23日，记者走进位于宁乡高新区的湖
南杉杉新能源有限公司， 见到公司正在施工
建设的二期项目，不禁提出了心中的疑问。

“以后建成投产了，这个生产车间的现场
工作人员更少，不到20人呢！”杉杉能源副总
经理刘杨朝记者笑道。

作为全球出货量最大的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企业，杉杉能源的二期项目———年产1万
吨锂电池正极材料于去年9月开建， 共建设2
个生产车间和1个机修车间。目前，已有两个
车间完成主体建设， 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设
备安装。

记者面露疑色， 跟着刘杨走进其中一个
车间。上万平方米的车间内，机器轰鸣、焊花
飞溅，叉车来回穿梭，一片繁忙施工景象。可
紧张作业的工人不超过20人， 他们有条不紊
地或搭建设备平台，或安装窑炉。

吊装工人曾祥明，正在为一条4.45伏高电
压钴酸锂专用生产线的气流磨设备搭建施工
平台。

“每一处施工， 都不能与图纸有毫厘之
差。”曾祥明和同事两人，定位好第一根梁柱，
依次安装， 步步精细， 安装效果与图纸要求

“对标”。
1个月前，曾祥明进场负责钢结构平台施

工安装， 本月底即可完成任务。 在他进场之
前，气流磨设备也恰好完成安装。

“这条生产线的施工流程环环紧扣，每一
个环节都由各设备的施工方严格按照标准化
要求施工。”刘杨介绍，4.45伏高电压钴酸锂是
杉杉能源近年来独创的核心产品， 属于锂电
池正极材料的最高端产品， 其技术和市场优
势全球第一。这种材料目前主要应用于苹果、
华为等高端手机。

生产线投产后则是“机进人退”。
“我们的钴原料从生产到包装出厂，整个

生产过程全部在智能化操控下进行。” 刘杨
说，一条生产线投产后，只需不到10人负责现
场监控管理；整个车间共两条生产线投产后，
现场的工作人员不到20人。

杉杉能源总经理彭文杰向记者透露：“公
司近600人，三分之一是研发人员。”

原来，在锂电池行业，杉杉能源已率先完
成“机器换人”的智能化改造。

2015年，杉杉能源便建立“院士专家工
作站”， 针对不同工序生产设备的现状和现
场需求， 研制数据采集与远程通信系统；对
各个不同工序生产设备的运行实时在线监
管。

研产学高度一体，产品市场不断扩张。目

前，苹果、索尼、戴尔、华为等30余家国际国内
知名电子品牌， 均为杉杉能源的长期间接材
料供应商。2016年，杉杉能源入选“国家队”，
获得“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资格。

按计划， 二期项目有望今年上半年全部
完工。 届时， 杉杉能源的年产能将增至2.5万
吨，2018年产值有望突破90亿元。

“我们的近期目标，是到2019年成为宁乡
首个年产值过百亿元的企业。”彭文杰信心十
足。

从2014年7月开建占地22万平方米的
宁乡工厂， 到1年后一期厂房便建成投产；
再到二期项目开建并即将建成投产， 杉杉
能源在宁乡的发展用“突飞猛进”形容绝不
为过。

“当地政府高效、扎实的办事风格，为我
们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彭文杰感慨。

宁乡将新材料新能源列为该县三大重点
产业之一，并针对杉杉能源进行每星期调度，
及时解决问题，以“倒逼”提速项目建设。就在
3月12日，宁乡县委书记周辉在杉杉能源项目
建设办公会上强调，要继续发扬“傻子精神”，
全力实现招大引强新突破。

这也让彭文杰信心大增。“你看， 这里将
规划建设研究院， 我们将继续加大研发新产
品力度。”彭文杰指着二号车间前的一大片平
地说。

高端产品将从宁乡走向世界
� � � �作为杉杉能源独创的核心产品， 4.45伏高电压钴酸锂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全
球第一， 生产该产品的杉杉能源二期项目有望今年上半年全部完工———

� � � � 3月23日，临武县武水
镇三村村，村民刘财英（右
二）向学员传授“西瓜嫁接
瓠瓜”育苗技术。刘财英经
过多年学习， 探索出这一
让西瓜高产又抗枯萎病的
方法， 近年销售西瓜苗年
纯收入达5万元，还带动全
村21户农民建起了育苗大
棚。 陈卫平 摄

大棚传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