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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
天上午，省委宣讲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
告会在湖南日报社举行。 党的十九大代表、
省委宣讲团成员李发美作宣讲报告。

报告会上，李发美围绕党的十九大报
告原文， 从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主题、准
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准确把握我国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 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
代、 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准确把握“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战略部
署、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

略部署、 准确把握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等8
个方面，结合湖南实际、意识形态工作的
实际以及个人的感受体会， 主题鲜明、重
点突出、准确深刻地阐述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令人深受启发。

李发美说， 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持正确舆
论导向，这充分表明了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的重要地位。新闻宣传工作者要
树立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切实
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要求，提高新闻舆论传
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听完宣讲后，湖南日报社的党员干部们

表示， 要继续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不忘初心，做好本职，做好学习宣传贯彻
十九大精神的新闻报道工作，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

坚持正确舆论导向
省委宣讲团在湖南日报社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
讯员 李琎）今天上午，省委宣讲团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报告会在娄底举行。省委党校常
务副校长、湖南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严华作
宣讲报告。 娄底市委书记李荐国主持报告
会。

报告会上， 严华阐述了十九大在政治
上、理论上、实践上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果，
梳理了国内外民众对十九大的集中评价，介
绍了十九大报告的起草过程。 他还阐述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
个伟大”的内在逻辑、“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的战略部署等。他说，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要按照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在全省市厅级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第一期集中轮训班上强调的，
真正带着感情学、追本溯源学、联系实际学。

李荐国对娄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提出了“三个自觉”：自觉用心用情、

学深悟透十九大精神；自觉当好十九大精神
的宣传员、“播种机”； 自觉当好十九大精神
的实践者和落实者。

报告会后，娄底市委宣讲团成员杨金表
示：“宣讲报告把十九大精神讲深、 讲透了，
特别是对党的初心和使命的解读， 通俗易
懂。”

当天下午， 严华还来到冷水江市委党
校，与冷水江市20多名干群代表就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进行了座谈交流。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黄利飞）
郴州是“中国有色金属之都”。全球企业
500强正威集团2016年落户郴州， 与郴
州高科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携手组建湖
南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旨在打造以
黄金、白银为主的稀贵金属千亿产业。

11月9日， 记者走进位于郴州高新
区创新创业园内的湖南国际矿产资源
交易中心大楼。首层为展示大厅 ，二楼
为交易大厅，四楼 、五楼分别为马上银
电子商务公司、正和通矿产资源供应链
公司。

湖南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依托互联
网，通过B2B电商平台，为有色金属企业提
供行业资讯、交易结算、仓储管理、智慧物
流、供应链等服务。

“郴州拥有湖南‘南大门’区位优势，生
态环境良好，矿产资源丰富；而且政企关系

融洽、政府办事高效，正威集团在郴州投资
的供应链项目、交易中心项目已开花结果，
矿物宝石产业园项目正在推进。”正威集团
湖南区域总裁艾丽红介绍。

“郴州当地一些有色金属加工企业对
正威集团到来，最初并不欢迎。”艾丽红介
绍，刚来的时候，当地企业将正威集团视为
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深入接触后，发现正威
集团不仅没有抢走他们的市场与资源，反
而能帮助他们降本增效， 关系逐渐融洽起
来。

在与当地企业接触中， 艾丽红对郴州
企业家颇有好感。“有激情、有活力，对自己
从事的行业非常热爱， 对自家的产品非常
熟悉而且很有自信， 一说起来便滔滔不
绝。” 艾丽红表示，正威集团将携手当地企
业，推动郴州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特”
精深加工转型升级。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黄利飞）
由嘉禾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嘉
禾县坦坪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坐
落在坦坪镇羊古洞水库周边，租赁附近5个
村落的800余亩荒地布置太阳能光伏发电
板，预计每年可发电2500万千瓦时，创税
400万元。

11月9日， 记者来到坦坪镇佩理庭村
大山口，远远望去，只见一大片太阳能光伏
发电板沿着山体整齐排列， 就像给山体披
上了“银装”，在阳光照射下甚是壮美。走近
一看，每块发电板离地面约1.5米，底下还
生长着喜阴的低矮灌木。

项目开发经理符凌峰介绍，光伏电站
用地需求量较大， 坦坪分布式光伏发电
项目选址坦坪镇， 在于这里可供利用的
荒地较多，“不仅如此，这里空气质量好、

夏季炎热、 光照充足， 十分适合光伏发
电。”

嘉禾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是晶科电
力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晶科电力有限
公司是中国民营500强企业晶科能源旗
下企业，目前已在湖南建设5个光伏发电
项目。

坦坪项目租赁土地800余亩， 租赁期
限为30年，于2016年9月开工建设，今年6
月竣工投产。截至10月底，已发电1200万
瓦时；按20兆瓦的装机容量设计，预计每
年可发电2500万千瓦时。

坦坪光伏电站为千家万户提供清洁电
力的同时，也为当地带来了实惠：村民增加
了土地租金收入； 部分村民从事项目相关
的劳务，增加了收入。“农光互补”在坦坪镇
已初见成效。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陈徐恩 李亦恩 ）今天，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委宣讲团报告会在岳
阳会展中心举行。党的十九大代表、省委
宣讲团成员、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作宣讲
报告。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和生主持
报告会。

胡忠雄从党的十九大主题和主要成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定不移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结合自己参加党的十九

大的亲身经历和平时学习思考，联系岳阳实
际，以大量事例和数据对十九大报告进行了
全面、深入解读。

胡忠雄说，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大
精神，要认真落实好学懂、弄通、做实的总体
要求，把握好学习、宣传、贯彻三个环节，带
头学、人人学、学原文。要真学真懂，真抓实
干，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全面
从严治党上来， 落实到推动改革发展上来，
落实到当前各项工作上来，让十九大精神在
岳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在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胡忠雄
以“争当开放主力军，共建开放桥头堡”为
主题，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与企业干部职
工探讨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路子。 胡忠
雄表示，岳阳是湖南开放的桥头堡，要大力
实施创新引领在岳阳、开放崛起在岳阳“两
大战略”，增强开放意识、搭建开放平台、引
进开放人才，打通长江黄金水道、湘欧快线
和货物枢纽空中通道， 加快融入“一带一
路”，在全省开放发展中走在前列、干在实
处。

真学真懂 真抓实干
省委宣讲团在岳阳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田锐）“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
无前的奋斗姿态， 绘就中国梦的张家界篇
章。”今天上午，省委宣讲团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报告会在张家界市委礼堂举行，党的十
九大代表、省委宣讲团成员、省妇联党组书
记、主席姜欣作宣讲报告。

宣讲报告中， 姜欣围绕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线， 运用大量数
据和生动案例，就党的十九大的鲜明主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

富内涵、 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
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战略部署、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部署、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等方面作了深入浅出地
阐释和解读。

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主持报告会。他
要求，全市上下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围绕“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和“对标
提质旅游强市”战略，解放思想，以钉钉子精

神将党的十九大的各项部署落到实处，早圆
“旅游胜地梦、全面小康梦”。

当天下午，姜欣还来到永定区尹家溪
镇马儿山村，与当地党员干部、村民代表
进行座谈，就农民最关心的问题，结合十
九大精神进行了通俗易懂的解读。“宣讲
让我们看清了未来发展方向。” 马儿山村
党支部书记吴三艺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让大家激动万分，大家更有信心通过发展
旅游产业、特色农业，实现脱贫致富奔小
康。

“绘就中国梦的张家界篇章”
省委宣讲团在张家界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邢玲 ）
今天上午，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省
委宣讲团报告会在益阳举行。省委宣讲团
成员、省直机关工委常务副书记龚凤祥作
宣讲报告。 益阳市委书记瞿海主持报告
会。

报告会上，龚凤祥从党的十九大的主
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过去5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
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

略部署、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
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了深入系统的讲
解。

“感受最核心的是三个字：新时代。尤
其是从全面从严治党看时代趋势，我们应
该更加牢记自己的身份，严格约束自己的
行为，不越雷池半步。”听完报告，益阳市
广播电视台主要负责人周奎表示感触很
深。

瞿海表示， 将以省委宣讲团来益阳宣
讲为契机，努力在深学深悟、实干实做上
下功夫，进一步把思想统一到十九大精神

上来，把力量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各
项目标任务上来，奋力走好新时代的新征
程。

今天下午， 龚凤祥还来到益阳市资阳
区汽车路街道南岳宫社区宣讲十九大精
神。“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会给我们普通群
众尤其是老年人带来什么好处？”“‘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否意味
着我们以后都有房子住？” 社区干部群众
的问题一个接一个。龚凤祥从社区居民角
度出发， 通过“拉家常” 的方式作出了回
答。

深学深悟 实干实做
省委宣讲团在益阳宣讲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邹仪 ）
“永州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统筹抓
好当前工作， 力争实现10个方面新突破。”
今天， 省委宣讲团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报
告会在永州会堂举行，党的十九大代表、省
委宣讲团成员、 永州市委书记李晖作宣讲
报告。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易佳良主持报
告会。

在作报告前，李晖与参会全体党员一起
重温了入党誓词。李晖在宣讲时重点讲解了
党的十九大的主题和主要成果、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部署、坚定不
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方面的内容。

结合永州工作实际，李晖说，要将十九
大精神贯穿到永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
面， 要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指导当前工作，
在脱贫攻坚、创新开放、产业发展、城乡建
设、绿色发展、民生保障、深化改革、文化强
市、民主法治、党建引领等10个方面实现新
突破。

零陵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唐建明
在听完报告后表示收获很大，“省委宣讲团
的报告内容详实，很接地气。作为一名宣传
工作者，我要尽快把所学内容传递给基层党
员和普通群众。”

11月14日，李晖还深入祁阳县羊角塘镇
平安村，与党员干部、村民代表围坐在一起，
交流学习党的十九大报告心得体会。李晖运
用大量事例和生动的语言， 从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战略、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等方面向大
家重点宣讲了“三农”政策。

“力争实现10个方面新突破”
省委宣讲团在永州宣讲十九大精神

用心用情 学深悟透
省委宣讲团赴娄底宣讲十九大精神

打造稀贵金属千亿产业
正威集团携手郴州企业推动有色金属产业转型升级

光伏发电，荒山变金山
晶科电力租赁800亩荒地建光伏电站，预计年

发电2500万千瓦时

11月15日，嘉禾县第五中学，团干部在向学生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连日来，该县团
委联合各中学开展学习宣传十九大精神活动，通过举行“不忘初心·筑中国梦”主题团日班
会、“建功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演讲赛、“牢记使命·逐梦前行”文艺晚会等形式，让党的十
九大精神入心入脑，激励广大青年学生牢固树立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意识。

黄春涛 摄

学习十九大 建功新时代

欧阳金雨

11月14日，湖南省市县三级“互联网+
监督”平台正式上线运行。据悉，这一平台
公开了全省各级各部门民生资金的拨付对
象和具体数额、 民生项目的基本情况和项
目进度，以及所有村级组织的收支明细、群
众个人的惠民补贴发放等情况。 笔者按照
提示关注“三湘e监督”公众号，顺利查到了
父母所在村里的财务收支明细。

“蝇贪”成群，其害如虎。相对于“远在
天边”的“老虎”，群众对“近在眼前”的“蝇
贪”感受殊为真切，一些地方虚报冒领、吃
拿卡要、优亲厚友式的“微腐败”更令群众
深恶痛绝。

e时代就该有e思路。在网上查询、反映
情况甚至是拍砖、灌水、吐槽，已经成为当
下人们生活的一种常态 。“互联网+监督 ”
平台就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这种新变化，把
该公开的主动公开，能公开的全部公开，将
相关部门从“网下”推到“网上”，充分发挥
群众的监督力量。

大公开实现了大监督。 群众通过平台
门户网站、移动APP、微信公众号等途径 ，

足不出户就能查到各级各部门的项目清
单、民生资金的具体详单、投诉举报的窗口
样单，打破了过去“九龙治水”的格局，做到
了“一竿子插到底”，让“蝇贪”无处遁形。

大公开形成了法纪震慑。“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再隐蔽，再有“套路”，也难逃互
联网监督平台和大数据的 “浪里淘沙”，难
逃群众投诉举报的“火眼金睛”。这让“人在
做，天在看”有了现实注脚，给违法乱纪者
以强大心理震慑。

大公开促进了干群关系融洽。信息不对
称，群众心里“不明白”，干部身上也“难清
白”。“互联网+监督” 平台以明责促履责，以
追责促担责，实现了钱公开、人公开和办事
结果公开，变“纸上公开”“墙上公开”为“指
上公开”“随时公开”，拉近了干群距离。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群众最痛
恨腐败现象，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
胁”“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肃认
真对待， 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要坚
决纠正”。“互联网+监督”为权力装上监督
“探头”、 让群众零距离参与监督， 体现了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决心，回应
了百姓内心深处的呼唤。

三湘时评

监督e时代，“蝇贪”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