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刘
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下午，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8次主任
会议。 会议研究了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四次会议议程（草案）。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刘莲玉主持会议，副主任杨维刚、

王柯敏、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省

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将传
达学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十三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 荩荩（下转3版④）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 （白培生 杨柳青
刘玉锋）今天上午，第六届中国（湖南）国际矿
物宝石博览会新闻发布会在深圳举行。 会上
宣布， 第六届矿博会将于5月18日至22日在
郴州市举行，主题为“神奇的矿晶，珍稀的车
轮矿”。

荩荩（下转3版①）

近期，我省在查处中央第八巡视
组交办的有关问题线索中，发现一些
地方、部门和单位仍然存在不少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突出问题，有的
还比较严重。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五年
多了，党中央三令五申，省委反复强
调，一些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却仍然
置若罔闻、我行我素、顶风作案。为坚
决刹住歪风、正风肃纪，省委、省政府
决定，在全省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进一步明规
矩、查问题、严追究，切实推动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在我省落地生根，使全省
干部作风来一个根本转变，使全省社
会风气来一个根本转变。现制定如下
工作方案。

一、明规矩

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严明纪律和规
矩，“约法三章”， 重点治理违规公款

吃喝、违规配备使用办公用房、违规
收送红包礼金（含礼品、礼金、有价证
券等，下同）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严禁违规公款吃喝
1.除外事接待和商务活动外，省

内公务接待一律严禁公款饮酒，也不
得私带酒水饮用。

2.在干部交流、提拔、调整中，严

禁用公款安排迎来送往性质的聚餐，
严禁用公款送礼。

3. 因公出差必须按标准交纳伙
食费和住宿费，严禁不交或少交。

4.严禁超标准公务接待。严格执
行公务接待标准， 严格控制陪餐人
数。不得将接待费“化整为零”、长期
挂账，不得以虚假名义报销或其他经

费渠道冲抵、转嫁吃喝费用。不得在
单位食堂相互吃请或以商务接待为
名宴请。

5. 严禁同城公务宴请。 同一城
市、 同一城镇范围内的公务活动，不
得安排宴请、住宿等公务接待。确需
安排工作餐的，一律在单位食堂按单
位工作人员用餐标准安排。

6.严禁违规接受请吃。不得接受
下属或管理服务对象安排的宴请活
动。不得在带有私人会所性质的隐蔽
场所搞“一桌餐”。

（二 ）严禁违规配备使用办公
用房

7.全面暂停项目审批。在严禁申
报审批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等楼堂馆
所项目建设（含新建、扩建、改建、购
置，下同）基础上，专项治理期间，全
省一律暂停各类技术业务用房项目
审批（已列入国家规划、有中央专项
支持渠道的项目除外）。

荩荩（下转3版③）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对《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的批复

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
国家发展改革委：

你们《关于报请审批〈河北雄安
新区规划纲要〉的请示》收悉。现批复
如下：

一、同意《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
要》（以下简称《雄安规划纲要》）。《雄
安规划纲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 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
念，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紧紧围绕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着眼
建设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
地，创造“雄安质量”和成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坚持世界眼光、
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
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续
历史文脉，符合党中央、国务院对雄
安新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要求，对
于高起点规划、 高标准建设雄安新
区具有重要意义。

二、设立河北雄安新区，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
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的一项
重大决策部署，是继深圳经济特区

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
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
大事。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
能疏解集中承载地，与北京城市副

中心形成北京新的两翼，有利于有
效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探索人口
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与
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为契机推进张北地区建设形成河
北两翼，有利于加快补齐区域发展
短板，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
和水平。 荩荩（下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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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

批复《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印发《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委，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现将《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
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18年4月20日

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8次主任会议

第六届矿博会
将于5月18日在郴州开幕

将举办5大特色活动，展出世界最大单体车轮矿等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通讯员 杨亲
福 记者 周俊）当地时间4月19日，在意
大利罗马， 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第五
次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传
来喜讯： 包括湖南新化紫鹊界梯田在内
的中国南方稻作梯田等4个中国项目，正
式获“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授牌。

据了解，中国此次获得“全球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授牌的4个项目分别是：甘肃
迭部扎尕那农林牧复合系统、浙江湖州桑
基鱼塘系统、中国南方山地稻作梯田(包
括广西龙胜龙脊梯田、 福建尤溪联合梯
田、江西崇义客家梯田、湖南新化紫鹊界
梯田)和山东夏津黄河故道古桑树群。

论坛期间，新化县通过短片《云水
紫鹊总是情》《一平方英尺的奇迹》，向
世界展示紫鹊界的原始稻作、 手工耕
种、天然灌溉、梅山文化等特色；发表主
题演讲，推介新化生态文化旅游和民俗
特色，并向与会代表发出邀请。新化县
还与意大利海滨城市波利尼亚诺阿马
雷展开城市发展洽谈，寻求经贸和文化
旅游的合作。

紫鹊界梯田
晋身“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新 化 县
紫鹊界梯田
晨雾弥漫，美
不胜收。（资
料图片）

谢玖隆
阳小斌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20日讯（记者 陈
昂昂 ）19日至20日， 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率调研组在长沙就“实施动
力变革促进湖南高质量发展” 重点
课题开展专题调研。她强调，要坚定
不移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高质
量发展的决策部署， 推动形成湖南
高质量发展的优势和特色。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赖明勇，
秘书长卿渐伟参加调研。

调研组先后前往基石科技、安
克创新、天仪研究院、金桥国际、马
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 湖南广播电
视台节目生产基地、芒果TV、田汉
文化园、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调研。

天仪研究院成立两年多， 已稳

居民营企业发射卫星数第一。李微微
鼓励企业掌握核心技术， 抢抓发展
机遇。

芒果TV全平台月独立用户
已达2.8亿， 手机APP安装激活量
突破5亿。李微微说，要进一步支
持文创产业发展， 打造文创产业
发展新高地。

座谈会上， 调研组与长沙园
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 企业家代
表、专家学者深入交流，并就推动
落实省委、 省政府“五个100”项
目，促进动力变革、科技创新，引
领全省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了
意见建议。

荩荩（下转3版②）

李微微在长沙调研时强调

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
加快形成湖南优势和特色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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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读
37.4%，对外贸易增速亮眼

———全省一季度经济形势观察之一

做强“中国制造” 破解“缺芯”之痛
———聚焦中兴“禁售令” 三大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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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0日讯（刘笑雪）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2018年第二次全体会议，传达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系列重要讲话
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解决当
前扶贫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 部署
下阶段工作。许达哲强调，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系列
重要讲话为指导， 坚决扛起政治责
任，真抓实干，不松懈、不动摇、不停
步，狠抓脱贫攻坚作风建设，确保完
成全年脱贫攻坚任务。

省委副书记乌兰通报2017年
度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情况。省领导向力力、隋忠诚、
戴道晋、赖明勇、张健、许凤元，省政
府秘书长王群出席会议。

许达哲指出，过去一年，全省上
下齐心协力， 认真落实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落实精
准扶贫、精准施策方略，脱贫攻坚工
作取得了长足进步。 我们要坚定打
赢攻坚战的信心，坚持问题导向，敲
重锤、下苦功，解决扶贫领域突出问
题， 进一步提升精准扶贫工作的质
量和成效。

许达哲强调， 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扛起政治责任，坚持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和正确政绩观， 站在推
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全局高
度，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将扶贫开
发工作与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 生态保护和污染治
理等统筹起来抓好抓实。

“对待问题你不动真格，责任追
究就会动真格。”许达哲强调，要坚

持问题导向，较真碰硬，抓好扶贫领
域突出问题整改。 要聚焦基础工作
不精准、工作作风不扎实、能力仍然
存在不足、 政策落实走样等突出问
题，实行靶向攻坚，逐一列出问题清
单，逐个制定解决方案，逐项落实整
改措施。要举一反三，对一些深层次
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进一步加强
研究， 提出制度和政策上改进完善
的措施， 尽快补齐扶贫工作中存在
的短板。 要以开展脱贫攻坚作风建
设年为契机， 狠抓干部队伍作风建
设， 真正把心思精力放到扶贫开发
工作上来。要坚持时间倒排、任务倒
逼、责任倒追，狠抓政策落实、工作
落实、责任落实，加大对计划摘帽县
的支持力度， 突出深度贫困地区和
深度贫困人口， 确保完成全年脱贫
攻坚任务。

乌兰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用心
用情完成全年脱贫攻坚任务。 抓好
扶贫领域突出问题整改，完善常态化
联点督查机制。抓好脱贫攻坚作风建
设年，盯紧、盯实领导干部队伍作风
建设。坚持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
工作机制，从顶层设计层面提升政策
可操作性、可持续性、科学性。利用
大数据等新技术创新扶贫工作模
式，实现精准识别、精准帮扶。

会上， 省扶贫办汇报了当前脱
贫攻坚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整改
举措、 全省扶贫工作暨作风建设年
动员大会安排情况和省级扶贫考核
结果认定情况，省农委汇报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产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
见》起草情况。

� � � � 许达哲在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上要求

坚决扛起政治责任
确保完成全年脱贫攻坚任务

乌兰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