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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黄利飞）省国土
资源厅今天发布消息，截至目前，中央第六环保
督察组反馈问题中涉及到自然保护区的省级发
证采矿权已全部整改到位，其中6家矿山关闭、7
家矿山部分避让退出，经8月下旬现场核查无反
弹，8月底已销号。

针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 省国土资源
厅不打折扣、不搞变通，克服各种困难，顶住多
方压力，坚决整改落实到位；同时，以整改为契
机，主动作为，举一反三，认真查找并及时整改
存在的其他问题。

除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涉及到的釆矿权
外， 省国土资源厅还通过全面清理发现其他31
宗省级发证采矿权与自然保护区重叠， 并会同
财政、环保等相关部门逐一确定处置意见，联合
印发实施。 这31宗采矿权将于今年底前全部从
自然保护区内退出。

省国土资源厅通过逐一甄别、调查摸底、明确
处置政策等举措，综合发力，推动湖南绿色发展。

逐一甄别即明确自然保护区内需处置的釆
矿权数量、位置等。在逐一甄别的基础上，省国
土资源厅开展调查摸底， 逐一核实矿业权和保

护区设置时间、重叠面积、能否调整矿区范围、
采矿许可证有效期等相关情况。

根据摸底情况，省国土资源厅会同财政、环
保等部门， 在矿业权退出方式、 关闭程序和要
求、 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责任等方面明确处置
政策，并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印发实施。

下一步， 省国土资源厅将督促县级国土资
源部门对退出的矿业权进一步加大巡查力度，
坚决打击违法行为，防止反弹；同时，进一步完
善长效管理机制，确保各类保护区、生态红线范
围内不再新设矿业权。

中央环保督察涉及
自然保护区采矿权整改到位

6家矿山关闭、7家矿山部分避让退出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黄德开) 十载茶博会，湘茶香
飘四海。今天上午，第十届湖南茶业博
览会（以下简称茶博会）在长沙红星国
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国内的1500多
家茶企，展示上万种茶产品，吸引众多
海内外经销商前来品香茗、觅商机。

开幕式上，湘茶推介十分抢眼。潇
湘茶精品推介， 数十家茶企共同打响
“潇湘”公共品牌，展示省委、省政府推
进茶叶品牌整合取得的进展。 湖南红
茶推介， 各主产茶县把红茶作为增长
点， 由县委、 县政府领导带队宣传推
介。宜章的“莽山红”、新化的“上梅
红”、保靖的“黄金红茶”，泡出红亮的
茶汤，以“花蜜香、甘鲜味”的鲜明特
征，留味客商舌尖，让品牌深入人心。

展馆现场，潇湘绿茶、湖南红茶、安
化黑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集中参展，
五彩湘茶绽放独特的魅力。回眸十年茶
博会，湖南发挥多茶类优势，轮番引领消
费热点， 助推千亿茶产业崛起壮大。至

2017年底，全省茶园面积发展到218.8万
亩，茶叶年产量19.7万吨，出口4.7万吨，
创汇1.6亿元美元， 茶叶综合产值713亿
元。

本届茶博会，轻轻茶、桑香茯砖、
黄金茶枕、冬梨红茶等创新产品，让人
眼前一亮。十年茶博会，湖南茶业一直
力主创新，连续发布“十大创新产品”。
面对国内茶园面积加速扩张， 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湖南茶业从黄
金茶等良种的研发、 名优茶机械化智
能化加工、 多茶类制作技艺集成、“一
元餐后茶” 营销模式的探索等多方发
力， 不懈创新为湘茶产业发展注入勃
勃生机，助力五彩湘茶香飘四海。

本届“茶博会”由省农委、省供销
社、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等单位联合主
办，省茶业协会、省茶叶学会等单位共
同承办。省领导和老同志刘夫生、向力
力、葛洪元、董志文、罗海藩、唐之享、
蔡力峰、 武吉海、 黄明开等出席开幕
式。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何金燕 孙敏
坚）昨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在长沙
会见国家开发银行行长郑之杰。会见后，省政府
与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金融合作备忘录。

陈向群代表省委、 省政府感谢国家开发银
行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以及对共同主办本届

对非投资论坛给予的支持。 他指出， 湖南在铁
路、公路、机场、棚改、气化湖南、环境治理等领
域资金需求很大，希望国家开发银行加大支持，
帮助湖南补短板。明年，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
在湖南举办并永久落户湖南， 湖南对国际合作
融资需求也将增加，希望加大合作力度，助力湖

南扩大对外开放，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郑之杰表示， 国家开发银行一直致力于助

推中非经贸合作。 中非经贸博览会永久落户湖
南，对湖南未来发展意义重大。国家开发银行愿
意发挥自身优势， 帮助湖南开拓非洲市场。同
时，愿意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产业转型升级、脱
贫攻坚等领域深化与湖南的合作。

会见后，双方签署《深入推进湖南高质量发
展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根据协议，双方将
在乡村振兴、棚户区改造、新型城镇化、“一带一
路”建设、军民融合发展等十大领域开展合作。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下
午，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工作汇报会，听取省发改委等7个省直部门相
关工作情况汇报。 此举标志着省人大常委会关
于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专题调研正式启
动。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维刚、向力力出席会
议，秘书长胡伯俊主持。

此次专题调研是省人大常委会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 省委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 通过了解掌握相关
部门和市县贯彻实施国家战略、 落实环保督察
整改，贯彻实施相关法律法规，贯彻落实省委决
策部署、省政府重点工作安排，回应社会关切、
维护群众切身利益等方面情况， 推进洞庭湖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向纵深发展， 提高洞庭湖保护
和治理法治化水平。

杨维刚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牢牢把握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的政治定力。要坚持问题导向，牢牢把握推进洞
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主攻方向， 奔着问题去、
针对问题查、追着问题改。要严格工作标准和要求，
突出从严从实，牢牢抓住提升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
治理成效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推动问题解
决，着力完善法制体系，着力增强工作合力。

下一步，调研组将分赴岳阳、常德、益阳3地
实地调研。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李治 范远志)今
天，首届（长沙）国际稻作发展论坛在长沙开幕，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出席并讲话。 包括袁隆平、
谢华安、万建民、罗锡文、张洪程、官春云、邹学校
等两院院士在内的400余名国内外稻作专家，围
绕“世界稻作发展与产业振兴”共同“论稻”。

本次论坛旨在促进长沙成为国际一流的稻
作科研创新基地，将长沙打造成为全国乃至世界
的稻都， 促进湖南省稻作产业的发展与产业振
兴。

今天，恰好是袁隆平的88岁生日。开幕式上，

袁隆平为获得第十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的池桥
宏、伊希-库玛、褚启人、刘爱民、宋福如、郭守斌
等进行颁奖。在开幕式“专家论稻”环节，他和专
家们就世界稻作发展与产业振兴、稻作文化传承
和稻作科技创新、 农业科技对稻作生产的影响、
粮食安全、当前稻种改良成果、“绿色农业”、长沙
如何成为国际一流的稻作科研基地等主题进行
了主旨演讲。

专家们还对水稻资源与种质创新、稻作栽培
与绿色生产、水稻产业与种业振兴、稻作文化传
承与创新发展等主题，进行分论坛学术交流。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孙敏坚）近
日，省委组织部安排专人赴常德慰问为保护
国家重点实验平台英勇牺牲的姜开斌同志
家属，将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及时送到英烈
家中。

姜开斌同志系常德市发改委退休干部，
2018年3月受召到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第七六○研究所，担任国家某重点实验平
台机电负责人。8月20日，在处置重大险情时
英勇殉职。姜开斌同志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
产党员对党忠诚、爱岗敬业、不怕牺牲的优
秀品质，是我省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也是
湖湘儿女的光荣。

省委组织部号召广大基层党组织和全
体党员，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黄
群、宋月才、姜开斌3名同志壮烈牺牲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采取主题党日、专题讨论等
多种形式开展向英烈楷模学习活动，精益求
精练本领，立足岗位做奉献，充分展示新时
代共产党员恪尽职守、 担当作为的良好形
象。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党内关怀帮扶，安排
专人负责、专人落实，认真做好因公殉职和
牺牲党员家庭的关爱帮扶工作。

�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孟姣燕
见习记者 肖畅）毛氏红烧肉肉质滑嫩、
入口即化；湘乡叫堂鸡唯辣不破，尽享
舌尖上的蹦极； 盐菜蒸扣肉肥而不腻、
咸鲜适中……今天，第十三届中国湘菜
美食文化节在湘潭窑湾启幕。

本届美食文化节从即日开启，将持
续至12月6日，期间将推出“中国湘菜美
食文化名城、中国湘莲美食之乡”申报，
“湘潭湘菜毛氏、曾氏、齐氏、黎氏四大
名人菜”评选以及系列品鉴，湘潭市民

间厨神争霸赛， 湘潭市“十大名店、名
厨、名菜、名优食材”评选活动，以及打
造“千里湘江第一湾———窑湾美食文化
街”等系列活动。

据介绍，窑湾曾是湘潭乃至湖南的
商贸中心之一，拥有辉煌的历史。湘潭
市正在打造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景区）
项目，窑湾即将再现往日荣光。

第十三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由
湖南省商务厅、湘潭市人民政府、湖南
日报社主办。

省政府与国开行签署金融合作备忘录
陈向群会见郑之杰

五彩湘茶 香飘四海

第十届湖南茶博会开幕

68个产品获“茶祖神农杯”金奖
红茶获金奖数量首次超过其他茶类

400余国内外专家长沙“论稻”省委组织部慰问
姜开斌同志家属

千年窑湾畔 再品“金湘潭”

第十三届
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开幕

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纵深发展

省人大常委会启动专题调研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 � � �为了加强对干部选拔工作的监督，提高识别和任用干部的准确程度，现对省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的下列拟任职人选（提名人选、候选人人选）进
行任前公示：

� � �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反映和举报拟任职人选
（提名人选、候选人人选）思想作风、道德品质、工
作能力、廉政勤政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举报人可
以通过信函、电话、网络举报或到受理举报地当面
举报。为便于了解情况，请举报人签署或告知本人
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所举报的问题，必须真实、
准确，内容尽量具体详细，并尽可能提供有关调查

核实线索。严禁借机造谣中伤，串联诬告。举报人
将受到严格的保护。

受理举报时间：2018年9月7日至2018年9
月14日

受理举报单位：湖南省委组织部干部监督
处、举报中心

受理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北路一号省

委大院一办公楼
专 用 举 报 电 话 ：0731—12380；

17773112380（仅限受理短信举报）
举报网址：www.hn12380.gov.cn

� � � �邮政编码：410011
�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

2018年9月7日

姓名 性别 民族 籍贯 出生年月 学历 学位或专业技术职务 政治面貌 现任职务 拟任职务

吴秋菊 女 汉族 湖南华容 1963.07
在职
研究生

法学硕士 中共党员
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 省人大法
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分党
组副书记

廖国豪 男 汉族 湖南隆回 1973.04 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 省政协研究室理论处处长 省政协研究室副主任

丁宇 男 汉族 山东青岛 1963.06
中央党校
大学

中共党员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巡视员
提名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八届委员会副主席
人选，任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

何海鹰 男 汉族 湖南岳阳 1963.02 大学
工商管理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中共党员
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副
总经理、党委委员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一家 男 汉族 湖南益阳 1969.01 研究生 工学博士 教授 中共党员 湖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长沙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

刘长庚 男 汉族 湖南衡山 1964.11 研究生 经济学博士 教授 民建 湘潭大学副校长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院长

朱 明 男 汉族 湖南常德 1966.04 大学 公共管理硕士 中共党员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
委副书记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

曹桂清 男 汉族 湖南桃源 1963.04
省委党校
大学

教授 中共党员
常德市委党校（常德行政学院、
市社会主义学院）副校（院）长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校长

周 朗 男 汉族 湖南安化 1965.04 在职大学 工程硕士 中共党员 益阳市委副秘书长 益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

周运平 男 汉族 湖南攸县 1972.11
省委党校
研究生

中共党员
怀化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主持
全面工作）

怀化市委常委

谈固 男 汉族 湖南南县 1971.01 大学 法学学士 中共党员 省人民检察院副巡视员 提名为湘西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候选人

我省首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发放

� � � � 9月7日，市民在茶博会上品茶。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德开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蒋竹
青）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从9月1日开始申领，仅4个工
作日，我省首批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就已制作好。

今天上午，长沙市港澳台居民居住证首发仪
式在长沙高新区举行，居住在高新区国际科技商
务平台大片区里的10位台胞、3位香港同胞及1位
澳门同胞成为全省首批拿到港澳台居民居住证
的申领者。据悉，全省设置了131个港澳台居民居
住证受理、发放窗口，其他首批受理的居住证也
将陆续在各受理窗口发放。

“有了居住证，就可以实现生活全方位的便
利，建议大家尽快办理。”全国台企联常务副会长
郑聪俊参加全国台企联会议时，曾提出希望有国
民待遇，实现生活上的便利。令他高兴地是，这个
愿望很快就实现了。今天，郑聪俊一家三代人都
在现场领取了居住证。

来自香港的张筱宁目前就读于中南大学建
筑与艺术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她最高兴的
是，今后乘坐高铁可以直接刷居住证通行，不会
再遇到因为人多排队导致改签的情况。

� � � �湖南日报9月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德开） 今天，2018第十届湖
南茶业博览会“茶祖神农杯”名优茶获
奖产品名单在长沙发布，68个产品获
评金奖。

湖南产茶历史悠久， 茶文化底蕴
深厚，自古名茶荟萃。茶博会组委会介
绍，开展“茶祖神农杯”名优茶评比、宣
传、推介活动，是为了促进我省名优茶
的发展和茶品质的提升， 推动我省茶
产业提质升级， 既结合消费市场检验
指导生产， 又通过茶博会平台积极宣
传推介。 尤其是推动地方中小茶企和
茶农积极对接市场，对接消费者，通过
消费者来评判并实现效益。

据悉，此次评比，绿茶、黑茶、红
茶、黄茶、白茶及特种茶均有参评。其
中，全省红茶送样达50个，获金奖数量
达28个，首次超过其他茶类，这反映了
全省茶产业结构性调整的方向。

专家评委组组长、 湖南农大教授
肖力争表示，从这次评比可以看出：一
是新兴茶区和新兴茶企的茶叶加工水
平不错、品质很好；二是省政府确立并
推进整合资源、打造“湖南红茶”公共
品牌以来， 全省红茶的整体品质在上
升，一大批“花果香”“花蜜香”创新型
红茶不断涌现出来； 三是贴近老百姓
生活的创新产品不少， 反映湘茶品质
在不断提高、质量意识在不断增强。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何报翔说，论坛进一步凝聚了走进

非洲、投资非洲、创新推动中非可持续
发展共享繁荣的共识，必将为未来深化
对非投资合作打下坚实基础。希望各方

汇聚智慧和力量，以本次论坛达成的一
系列合作成果为新的起点，加快对接发
展战略，努力寻求合作新契机，为深化
对非投资合作开辟新空间，为推动各方
合作共赢、实现共同发展开启新篇章。

�荨荨（紧接1版①）要以下塞湖矮围整治
为标准，全面开展洞庭湖区矮围网围
清理整治，强化全方位、全覆盖督查
督办，做到力度不减、尺度不松，不留
尾巴、不留死角。要举一反三、全面查
摆，及早发现生态环境领域的隐患问
题，对采砂、采矿等领域类似的沉疴
宿疾，切实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如期
完成中央环保督察、国务院大督查等

反馈问题整改，严厉打击环保领域违
法犯罪尤其是黑恶势力，严查失职渎
职、为官不为，坚决打破问题背后的
关系网、利益链和保护伞。要压紧压
实河湖长制，以及生态环保属地领导
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
任，完善督查、交办、巡查、约谈等机
制，对问题整改不到位和履职不到位
的，坚决依法依纪问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