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机关
党组学习中心组开展从严治党第二专题集中
学习研讨。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韩永文

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友志、陈君文，
党组成员、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学习会上， 大家围绕深入学习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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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等内容， 紧密
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思考，开
展交流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 深入贯彻落实
《准则》《条例》，是保证党长期执政、执政为民
的战略抉择， 是解决党内存在突出矛盾和问
题的现实需要， 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
然要求。要深刻领会贯彻落实《准则》《条例》
的重大意义， 不断夯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
基础、制度基础。

荩荩（下转2版③）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开展从严治党第二专题集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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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5月23日下午主持召
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
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抓好试点对
改革全局意义重大。 要认真谋划深入抓好
各项改革试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鼓励探索、大胆实践，敢想敢干、敢闯敢试，
多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带动面上
改革。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
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机
制改革的意见》、《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2017年修订）》、《关于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
为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
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关于深
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

见》、《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设总体方
案》、《跨地区环保机构试点方案》、《海域、无
居民海岛有偿使用的意见》、《关于检察机关
提起公益诉讼试点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建议的
报告》。会议审议了《关于各地区各部门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
小组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重要讲话精神情况的
报告》、《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情况汇
报》、《关于科技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
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
汇报》、《关于足球领域重点改革工作情况汇
报》。

会议指出，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要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大中小幼一体化德
育体系，注重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创新性
思维、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统筹推进育
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

使各级各类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 更加符
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
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

会议强调，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是落实党中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推进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 要坚持
对外开放，适应国际通行规则，按照负面清单
模式，推进重点领域开放，放宽外资准入，提
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对外开放水
平，取消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保持鼓励
类政策总体稳定。

会议指出，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要围
绕体制机制建设，突出问题导向，落实企业责
任，严格依法执纪，补足制度短板，加强企业
海外经营行为合规制度建设， 逐步形成权责
明确、放管结合、规范有序、风险控制有力的
监管体制机制，更好服务对外开放大局。

荩荩（下转2版①）

� � � �近年来， 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公务
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开拓
创新、锐意进取，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涌现出一大批“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集体”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为表彰
先进，弘扬正气，树立典型，省委、省人民政
府决定，授予长沙市信访局等50个单位“湖
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 荣誉称号；授
予石勇等30名同志“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
务员”荣誉称号（享受湖南省先进工作者待
遇）；给予熊建忠等65名同志记一等功。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再立新功。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公务员要以他们为榜样，不忘初心，砥砺
奋进，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
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及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精神，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
局，全面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立足“一带一
部”定位，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
力建设经济强省、科教强省、文化强省、生
态强省、开放强省，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而努力奋斗！

（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名单、
湖南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名单、 记一等功
人员名单见3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强调

认真谋划深入抓好各项改革试点
积极推广成功经验带动面上改革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李苗 喻诚

5月22日下午，暴雨倾盆。湖南农业大学
国家油料作物改良中心湖南分中心里， 刘忠
松教授的办公室地上堆放着五六公斤油菜种
子，一粒粒看上去比芝麻大点。

“这黄色的就是我们培育出的黄籽油菜

新品种， 比黑色的含油量高5个百分
点。” 刘忠松蹲下来抓起一把黄籽让记
者看，又说道,“再放上一阵子，办公室
里都能闻到油香。”

两个新品种的名字很拗口：湘杂油
631、湘杂油518，能耐却很大，黄籽含

油量分别高达45.8%和47.28%。
“湖南是全国油菜第一大省，这是湖南含

油量最高的两个审定品种， 已在全国累计推
广近2000万亩。 可以说，1公斤黄籽稳产半公
斤好油。”刘忠松话中透着自豪。他主持的“油
菜黄籽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与应用”，刚刚获
得了2016年度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油菜是全球第二大油料作物。几十年前，
国外科学家发现，油菜黄籽比黑籽含油量高，
而且无色素，油质清亮，菜粕金黄，是优质蛋
白饲料。 那么， 油菜种子为什么会有不同颜
色？黄色种子为什么品质好？能不能培育出黄
籽油菜？一直是个谜。

1988年， 硕士毕业后的刘忠松选定了这
个谜一样的研究方向。

“开始走了好多弯路，和其他研究者一样
从黑色素的思路入手， 依靠种子颜色这个表
象来判断，很不靠谱。”刘忠松说，直到2001年
彻底改变思路，应用现代生物技术，才缓缓打
开了成功之门。 荩荩（下转5版①）

� � � � 新华社北京 5月 23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23日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事
件向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对无

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对伤者和遇难者
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习近平指出，在这一艰
难时刻，中国人民同英国人民坚定站在一起。

就英国曼彻斯特市发生爆炸事件

习近平向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第六届湖南省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和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的决定

（2017年2月23日 不另行文）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张文俊） 省防指今天召开防汛会商
会决定，从今天10时起，启动防汛Ⅳ级应急
响应，衡阳、益阳、常德、邵阳、娄底、怀化、永
州、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9个市州
为当前防汛抗灾工作重点区域。这是省防指

今年首次启动防汛应急响应。
22日8时至23日8时，湘中以北地区普

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全省共20个县
51个雨量站降雨超100毫米， 其中辰溪县
火马冲站降雨量最大，达197.5毫米。

荩荩（下转5版②）

今年首次防汛应急响应启动
9个市州为防汛重点区域

赛龙舟
迎端午

5月23日，由省委宣传部、
省文明办、省体育局、湖南广
播电视台等主办的“我们的
节日·端午·屈原杯” 湖南省
第四届群众性龙舟赛总决赛
在长沙市望城区千龙湖举
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详见2版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

党组会议和第110次主任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韩永文

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李友志、陈君文，
党组成员、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 省十二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增加审议有关人事
任免案。

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议程及日程调整的汇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和第110次主任会议

� � � �油菜种子为什么会有不同颜色？黄色种子为什么品质好？能不能培育出黄籽油菜？刘忠松用30年
破译世界难题，带领团队做成了一件大事———

1公斤油菜籽 稳产半公斤油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 � � �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记者 冒蕞）5月
22日至23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率
队赴贵州考察脱贫攻坚， 同贵州省相关负
责同志进行座谈。期间，贵州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会见了许达哲一
行。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孙志刚一同会见
并出席座谈。

省领导乌兰、谢勇、戴道晋，省政府秘
书长王群，贵州省领导李再勇、刘远坤参加
相关活动。

陈敏尔介绍了近年来贵州落实中央
决策部署，推进“大扶贫、大数据、大生态”
行动等方面的举措。他表示，贵州与湖南相
邻相亲，历来往来频繁、合作密切，两省都
是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 寄予厚望的脱
贫攻坚主战场。 希望双方进一步交流工作
经验，加强沟通对接和各领域深度合作，推
动两省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新突破。

许达哲一行先后前往贵州铜仁市玉
屏县田坪镇，万山区高楼坪乡，江口县凯德
街道、太平乡等地，考察了玉屏民情大数据
系统、九丰高效农业示范园、周屯易地搬迁
安置点、寨沙侗寨乡村旅游项目等。

座谈中，贵州省相关负责同志向许达哲
一行介绍了易地扶贫搬迁、 脱贫攻坚产业
投资基金运行、教育扶贫、医疗扶贫等方面
的情况。双方围绕工作举措、体制机制等进
行了深入交流。

许达哲指出， 贵州省在脱贫攻坚中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
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投入力度大、工作
标准高，干部作风实。实施了农村“三变”改
革试点、“四平台一协会”金融扶贫、省领导
定点包干帮扶极贫乡（镇）等一系列创新的
举措，在产业扶贫、生态补偿、易地搬迁、医
疗教育、 社会保障兜底等领域出台了一系
列精准的政策，让我们深受启发。贵州省各
级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
方设法提升贫困群众获得感，激发贫困群
众脱贫奔小康的内生动力， 在统筹推进
各项扶贫工作中高度重视脱贫的可持续
性，为我们作出了示范。我们将认真学习
吸收贵州的好思路、好经验、好做法，坚
决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围绕精准脱贫下
足“绣花”功夫，进一步提升湖南扶贫工
作质量和水平， 走好精准扶贫、 特色发
展、可持续的路子。

“我们应该深化多层次、全方位对接合
作，携手打好脱贫攻坚战役。”许达哲建议，
进一步推动两省基础设施互联共享、 市场
的互通开放； 进一步推动两省文化旅游等
产业深度融合； 进一步推动区域扶贫互助
合作， 合力改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发
展环境；进一步完善两省常态交流机制。

孙志刚指出， 贵州和湖南同样肩负脱
贫攻坚重要使命，希望全面深化脱贫攻坚、
产业发展、教育医疗等各领域合作，开启两
省互惠共赢新篇章。

许达哲率队赴贵州考察脱贫攻坚工作时强调

落实中央部署 推进精准扶贫
陈敏尔孙志刚会见许达哲一行 乌兰参加

� � � �湖南日报澳门5月23日电（记者 陈昂昂
苏莉）5月20日至23日，省政协主席李微微
率团赴香港、澳门，就“助推新发展·建设新
湖南”开展凝心聚力系列活动。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
席系列活动。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陪同。

在港澳期间， 李微微一行出席了澳门
委员“活动之家”和澳门湖南联谊总会揭牌
仪式， 考察了香港三湘集团有限公司与澳
门濠江中学， 并分别与香港、 澳门委员座
谈。

座谈会上， 来自香港与澳门的省政协
委员各抒己见， 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建言
献策。他们提出了开放思想、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加快金融产业发展、加大对教育的投

入等建议。
李微微代表省政协主席会议对港澳委

员们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她说，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
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省政协落实
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大力开展“助推
新发展·建设新湖南”系列活动和脱贫攻坚
“三个一”扶贫行动，港澳省政协委员给予
了大力支持。希望港澳委员运用好“双重身
份”，在港澳地区发挥好工商界领军人物的
作用，在履职中发挥好政协委员的作用，不
仅要成为“超级联络员”，宣传好湖南的形
象，更要把湖南的产品推介出去，推动湖南
对外交流合作，为建设新湖南贡献力量。

荩荩（下转2版②）

发挥好港澳委员作用
助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李微微赴港澳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