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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彭小云 ）今天召开的2018年全省国土
资源工作会议传出消息， 按照全省国土资
源工作规划，今年，我省将在土地资源供给
上进一步“精准发力”。 优先保障“产业项目
建设年”重大产业、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民
生实事等用地需求； 严把新增产能用地用
矿关口；优先保障产能置换项目用地；决不

向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供地批
矿。

去年，我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
提高土地供给质量和效益， 全省批准建设用
地154.8万亩，供应土地180万亩，实现土地出
让收入5843亿元，组织铁路建设征地拆迁5.3
万亩。 有力地保障了交通、能源、水利、信息
“四张网”建设以及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民生实事等方面的合理用
地。

我省今年进一步发挥土地和矿产资源的
保障作用，大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除
了强化土地资源精准供给， 还将严格规范土
地储备行为，完善土地供应政策，鼓励工业用
地弹性出让以降低实体经济用地成本， 完善
农村土地利用管理政策体系。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彭小云 ） 今天召开的全省国土资源工作
会议上提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全面加强生态环境源头保护和
系统治理，大力加强绿色国土建设。

绿色矿山，是生态文明建设重要的一环。 去
年，为推进地质矿产向绿色转型发展，我省铁腕
推进落后矿山关闭、落后产能退出、矿产开发整

顿整合和石膏矿专项整治。 全省矿山数量由
8818家减少到5749家，其中煤矿由1120家减少
到283家，湘潭、邵阳、怀化等地整体退出煤炭产
业，长沙、湘潭等地整体退出石膏产业。

国土资源工作贯穿生态空间源头保护、
节约利用和治理修复全过程， 担负着用途管
制、监测监管等重要职责，在生态文明建设中
发挥主力军作用。 为此，我省今年将强化规划

的管控作用， 编制实施《湖南省国土规划
（2017-2035年）》。 构建集聚开发、分类保护、
综合整治、联动发展“四位一体”的省域国土
空间开发利用保护总体格局； 同时全面推进
土地节约和高效利用， 实施建设用地总量控
制和减量化管理， 对清理发现的空闲土地逐
宗制定处置方案，处置率不低于30%。 也将进
一步推动绿色矿业发展。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建厅获悉，经省政府同意，省
住建、发改、财政、国土、农业等五部门已将
保障性安居工程任务分解下达给各市州，
今年将开工建设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共
28.6万套。

根据计划安排， 全省各类棚改任务
28.6万套中， 包括城镇棚户区922个项目
279422套、 国有工矿棚户区6个项目3412
套、国有垦区危房5个项目3166套。 全年基
本建成任务为282019套。

住建等五部门要求， 各地要按照省

政府与市州政府签订的2018年保障性
安居工程目标责任书抓好落实，确保任
务在11月底前完成；要根据商品住房库
存实际情况和棚改相关政策确定棚改
安置方式， 商品住房库存不足、 房价上
涨压力较大的市县，要及时取消棚户区
改造货币安置优惠政策，更多采取新建
棚户区安置房的方式，并大力推广装配
式建筑； 要切实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监
管； 要切实加快保障性住房分配步伐，
提高分配入住率，并扩大租赁补贴发放
范围。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湖南日报记者）连
日来，省领导黄关春、黄兰香、蔡振红、张剑
飞、冯毅、许显辉分赴邵阳、株洲等地，走访
慰问困难群众，代表省委、省政府送上新春
祝福。

2月8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
关春， 副省长许显辉赴邵阳市慰问。 黄关
春、 许显辉一行首先来到低保户谢娟的家
中，详细询问家中基本生活是否得以保障，
并希望谢娟一家树立生活的信心。 在廖懿
煌、 刘梨平两位省级见义勇为先进个人的
家中，黄关春赞扬了两人临危不惧的精神，
并送上新春的祝福。 李斌云是位孤独无依
的老人，黄关春叮嘱社区和街道的同志，要
多关怀照顾老人， 让老人感受到大家庭的
温暖。

2月5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
兰香在株洲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石峰区
响石岭街道万泥塘社区居民汪开明身患残
疾，爱人下岗，女儿患有脑瘫，一家生活困
难。 黄兰香叮嘱社区和民政部门为其女儿
联系康复机构， 帮助她获得基本生活自理
能力。 易俊江、黄清华、晏弘韵等几位居民
都是因为身患重疾导致生活困难， 黄兰香
一一来到他们家中询问病情， 鼓励他们树
立生活的信心，并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
送上新春的祝福和关怀。

2月7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
振红来到湘潭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详细
了解他们的收入、就医、生活保障、子女教
育等情况。 雨湖区长城乡和平村曾光荣和

丈夫都患有多种疾病，儿子是精神病患者，
全家靠低保维持生活。蔡振红说，党和政府
时刻关注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 各级干部
要深入群众、心怀群众，通过各种方法帮助
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不让一个贫困户掉
队。他鼓励困难群众在党和政府帮助下，树
立信心，战胜困难，过上美好生活。

2月7日，省委常委、省国资委党委书记
张剑飞来到永州市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困
难党员和老复员军人。 张剑飞说， 地方党
委、政府既要抓好节前走访慰问活动，让困
难群众、 优抚对象过上一个欢乐祥和的春
节，平时也要特别关注困难家庭，为他们解
决实际困难。 要做好各项民生保障制度衔
接，大力补齐社会救助“短板”，筑牢社会保
障“最后一道防线”，呵护城乡贫困群众。他
同时鼓励困难群众勇敢面对生活， 通过勤
劳致富摆脱困境。

2月5日，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毅来
到凤凰县竿子坪镇，看望慰问困难群众。冯
毅一行首先来到复退军人石伍勇家中，鼓
励他继续发扬军人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带领全村贫困户早日脱贫致富。随后，冯毅
慰问了龙文喜、吴七姐、龙老八等几位贫困
群众。 在了解71岁的龙老八独自带大3个
孙子后，冯毅嘱咐当地政府领导，要照顾好
老人的日常生活以及孩子的上学问题，并
鼓励贫困户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找准发展
新路子，争取早日脱贫致富。

（执笔：刘文韬 沙兆华 苏莉 李国斌
邹仪 周小雷）

强化土地资源精准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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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加强绿色国土建设
强化规划管控作用， 进一步推动绿色矿业发展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沙兆华）2月8
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到邵阳
市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在听取了邵阳市扫黑除恶工作情况汇报
及相关意见建议后， 黄关春肯定了邵阳市近
年来扫黑除恶工作成效， 对下一步深入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出要求。 他指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是党中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
胜阶段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 要高度认识扫
黑除恶的重大意义， 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
策部署上来，做到黑恶必除，除恶必尽，营造
出良好的社会生态。

黄关春强调，要从严惩处，形成对黑恶势
力犯罪的压倒性态势。 要深入摸排，及时发现

掌握涉黑涉恶线索。 要突出重点，精准打击威
胁政治安全、把持基层政权、利用家族宗族势
力横行乡里、强揽工程、欺行霸市等黑恶势力
犯罪。 要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把扫黑除恶
和反腐败斗争、基层“拍蝇”、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结合起来。 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履行扫黑
除恶重大政治责任， 尽快组建相应的领导小
组和办事机构， 结合实际制定本地区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方案， 力争在春节前依法打掉一
批黑恶势力，切实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于振宇）日
前， 全省检察长会议暨全省检察机关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出席会
议并讲话， 省检察院主要负责人游劝荣主
持会议。

黄关春指出， 全省检察机关同步推进
重大改革和检察工作，服务大局成效明显，
司法办案成绩突出，司法改革有力有序，队
伍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持续提升， 各项检察
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步。

黄关春强调，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在党的集
中统一领导下奋发有为地做好新时代检察

工作；要积极融入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在服务保障经济发展中彰显检察价值，在
打好“三大攻坚战”中彰显法治功能，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中彰显检察力量； 要充分发
挥检察职能作用， 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
方式捍卫国家政治安全， 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 推动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建
设； 要以深化改革为抓手提升法律监督能
力和水平，持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坚决贯
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部署， 着力提升检察
工作智能化水平， 推动更高水平的法治湖
南建设；要牢牢把握“五个过硬”总要求和
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 努力打造面向
未来的过硬检察队伍。

2018年全省棚户区改造任务28.6万套

大力推广装配式建筑

浓浓关怀暖人心
部分省领导走访慰问困难群众

黄关春赴邵阳督导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时要求

深入摸排 精准打击 奋发有为做好新时代检察工作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肖青松 周仁） 今天下午， 省军区举行慰
问老干部春节茶话会， 向全体离退休干部和休
干机构工作人员， 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驻长干休所的老领导、 老专家、 老同志欢聚一
堂， 喜迎军队休干机构调整改革后第一个春
节， 畅怀新时代新气象新征程。 省军区领导黄

跃进、 冯毅、 郭辑山、 喻军、 许凤元出席。
省委常委、 省军区政委冯毅指出， 在军委

国防动员部、 南部战区党委和湖南省委的坚强
领导下， 省军区实现了编制体制重塑重构， 始
终聚焦主责主业， 扎实抓好课题研究、 民兵训
练、 学生军训等工作， 国防动员、 双拥共建、
军民融合发展等取得新的成绩。

冯毅强调， 饮水当思源， 我们今天的事
业是从昨天走过来的， 党和军队的历史丰
碑， 浸润着大家的智慧和心血。 湖南省委、
省政府对这次军队休干机构调整改革非常重
视， 省军区一定认真贯彻习主席关于做好老
干部工作的各项指示要求， 发自内心地礼敬
老干部、 尊重老干部、 服务老干部， 认真履
行服务保障职能， 落实各项生活待遇， 用心
用情用力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把老干部服
务保障工作越做越好。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何金燕 李
国斌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今天上午，
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长沙召开。副省长、省
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出席会议并强调， 要深
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把扫黑除恶与
反腐、基层“拍蝇”结合起来，对涉黑涉恶犯
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腐败问题；对黑恶
势力“关系网”“保护伞”，一律一查到底、绝
不姑息。

许显辉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
我省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五年， 也是公安
工作取得长足发展进步的五年。 全省公安

机关在政治建警、对敌斗争、安保维稳、打
击犯罪、基层基础、规范执法、公安改革等
各个方面均取得了突出成效， 公众安全感
始终保持在95%以上， 人民群众对社会治
安的满意度连年上升。

许显辉指出，2018年， 全省公安机关
要聚焦政治建警、聚焦主责主业、聚焦风险
防控、聚焦基层基础、聚焦改革创新，勇于
挑最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营造安全稳固的政治
环境、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
治环境、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

�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上午，围绕“质量强省”，近百名专家学者、企
事业单位和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在长沙参加
由湖南省生产力学会召开的学术交流会。 省
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出席， 省生产力学会会长
武吉海主持。

湖南省生产力学会是从事生产力理论研
究的非营利性、学术性社会组织，是湖南省社
会科学界联合会和中国生产力学会的团体会
员。 2017年，省生产力学会通过大量调研，撰
写了题为《着力提升湖南制造质量，加快推进
质量强省建设》的调研报告，得到了多位省领

导批示肯定。 学会还组织开展了“质量强省”
征文活动，收到论文98篇，共评出一等奖8篇，
二等奖11篇，特别奖9篇。 交流会上，为获奖论
文作者进行了颁奖， 部分获奖代表作了交流
发言。

戴道晋对省生产力学会为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的贡献给予肯定。 他希望省生产力
学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着力研究生产力发展的新模式；根据
我省产业特点，加强生产力发展研究，为深入
实施我省质量强省战略， 实现高质量发展献
计出力。

省军区举行慰问老干部春节茶话会

许显辉在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上强调

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查到底
省生产力学会召开

“质量强省”学术交流会
戴道晋要求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图书馆里
年味浓
2月9日上午， 长沙

图书馆， 孩子们在体验
皮影戏表演。 当天， 该
馆“湖湘文化进万家”
迎新春系列活动启动，
猜灯谜、 送春联、 非遗
项目展示和年俗文化展
等活动， 让市民来图书
馆读书的同时体验浓浓
的新春年味。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湖南日报2月9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肖向民 ) “开通两地之间旅游班车，
共享客源市场， 两地互派党员、 村干部
开展交流活动，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共同发展、 共
同进步。” 今天， 韶山市韶山乡韶山
村、 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这两个湖南
名村签订 《缔结友好村》 协议。 两村将
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在党的建设、 经
济合作、 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开发等方
面展开交流合作， 共同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在两地形成生动实践。

韶山村是全国著名的革命纪念地、 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村依靠得天独厚的红

色旅游资源走出了一条发展致富的路径，
2017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500万元，
村民人均纯收入达32800元。 2013年11月
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洞村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 战略思想。 十八洞村积极探
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精准扶贫模式， 136
户533名贫困人口如今全部脱贫。 2017
年， 全村人均纯收入增加到10180元， 实
现集体经济收入53.5万元。

两村负责人均表示， 将加强真诚沟
通， 充分挖掘各自在资源禀赋、 文化底
蕴等方面的长处， 在差异处做文章， 从
互补处找突破， 真正实现资源共享、 经
验互通、 共同发展。

韶山村与十八洞村
缔结友好村

� � � � �荨荨（上接1版）
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 溆浦的地方文化

正焕发勃勃生机。走进溆浦，警予路、涉江楼、
鹿鸣学校、 圣达学校等地方特色文化元素随
处可见。 从浙江回乡过节的舒永华带着家人

逛县城，看到旧貌换新颜，夜色很迷人，他开
心地说：“老家有了文化的滋润，处处是新景，
遍地有文化，我要为此点个赞。”

在溆浦， 文化融入了城镇和美丽乡村建
设中。龙潭镇是抗日战争“最后一战”的主战

场，该镇围绕抗战文化做文章，精心打造了抗
日阵亡将士陵园、“抗战决胜地”等景观，不仅
城镇品位大幅提升， 还带动了文化旅游产业
发展。1月24日， 该镇阳雀坡景区举办传统腊
八节活动，吸引上万名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