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万波）根据国家防总近日印发的《我国入
汛日期确定办法(试行)》判定，我省已提前入
汛。 为及时掌握全省重要地质灾害隐患发展
变化情况，省自然资源厅3月15日成立排查巡

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7个外业组赴全省14个
市州开展排查巡查。

此次排查巡查通过“听汇报、看台账、查隐
患、验系统、多宣传、速报告”方式，主要检查各级
政府、主管部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准备和措施落

实情况， 检查指导各地综防信息系统使用情况，
抽查各地上报的威胁100人以上、险情重大、拟列
入《湖南省2019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的重要
地质灾害隐患情况， 检查治理工程项目进度，逐
点检查已开展专业监测的地质灾害隐患点以及
开展地质灾害防治知识宣传教育活动等。

此次排查巡查结果， 将作为2019年全省
地质灾害防治方案编制的重要依据。

我省已提前进入汛期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单明海）3月13日，春阳暖人，宁远县仁
和镇仁和坝大型水闸除险加固工程现场，挖
掘机等机器声此起彼伏，工人们忙而有序。在
宁远各大项目工地，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压
茬推进赶进度，全力争取项目建设“开门红”。

今年以来， 宁远县抓早抢先、 干字当

头，积极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抢抓开门
红”活动，推动全县各级领导干部集中精力
抓项目促发展。 该县根据重点项目责任清
单，紧盯项目建设目标任务，明确每一个责
任部门、每一个乡镇（街道）都是一个“战
区”，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一名“战士”，分
片开展攻坚破难。 荩荩（下转5版②）

宁远压茬推进项目建设
各部门抢抓晴好天气，奋力争创“开门红”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李曼斯 王慧）3月
14日，宁乡高新区举行“湖南云轮镁科技年产
1200万支镁合金汽车轮毂项目” 签约仪式，
并与湖南云轮镁科技有限公司签约50亿元。
至此，宁乡高新区本周已招商签约60.2亿元。

湖南云轮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镁
合金轮毂的研发、生产、销售，是一家高新

技术制造型企业， 也是国内领先的镁科技
行业企业。 该公司在宁乡高新区建设镁棒
材以及镁合金汽车轮毂项目，总投资约50
亿元，其中设备投资约28亿元。规模化生产
后，预计2025年年产1200万支镁合金汽车
轮毂，年产值达120亿元以上，年税收5.76
亿元以上。 荩荩（下转5版①）

宁乡高新区招商喜讯频传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奉永成）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贫困县退出
专项评估检查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和
《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
发〈2018年湖南省贫困退出验收实施方
案〉的通知》，按照国家和湖南省制定的贫
困县脱贫摘帽程序和标准，经县市区申请、
市州初审、省实地检查和第三方实地评估、
专家评审并报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同意，
2018年拟脱贫摘帽的第二批贫困县（市
区）今起予以公示。

第二批拟脱贫摘帽贫困县（市区）分别
为：新邵县、绥宁县、武冈市、永定区、慈利
县、安化县、江华瑶族自治县、辰溪县、新晃
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会同县、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双峰县。 公示无异议
后，由省政府批准摘帽退出。如有异议，可
于即日起7天内向湖南省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办公室反映。监督值班电话：12317。

2018年我省脱贫摘帽县（市区）分二批进
行，此前，平江县、宜章县、汝城县、安仁县等4
县经公示后，由省政府批复同意已脱贫摘帽。

我省第二批
拟脱贫摘帽县（市区）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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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7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
印发了修订后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
作条例》（以下简称《干部任用条例》），并发出
通知， 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遵照
执行。

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新时期好干部标
准，进一步强化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
选人用人制度机制，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品
行关、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坚决匡正选人
用人风气，推动选人用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发生重大变化。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
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更好坚持和落实党管干部原则，党
中央对《干部任用条例》进行了修订。

通知强调，《干部任用条例》 是重要的党
内法规， 是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基本遵循。
2014年修订颁布的《干部任用条例》，发挥了
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次修订的《干部任用条
例》，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政治
标准放在首位，坚持精准科学选人用人，坚持
将从严要求贯穿始终， 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选人用人工作中探索形成的实践成
果，衔接近年来出台的相关新政策新法规，回
应干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进
一步推进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科学化，对于提高选人用人质量，建设忠诚干
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为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提供坚强组
织保证，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学习
宣传、严格贯彻执行《干部任用条例》，切实做
到严格按原则办事、 按制度办事、 按程序办
事，全面履行选人用人主体责任。要落实党管
干部原则，切实加强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
确保选人用人工作的正确方向。 要突出政治
标准，提拔重用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执行
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干部。 要坚持事
业为上，拓宽用人视野，激励担当作为，大力
选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
出的干部。要落实从严要求，加强审核把关，
强化纪律监督， 坚决整治选人用人上的不正
之风。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围绕建立健全干
部素质培养、知事识人、选拔任用、从严管理、

正向激励体系， 推动形成系统完备、 科学规
范、 有效管用、 简便易行的选人用人制度机
制。要切实加强贯彻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严
格责任追究，进一步提升《干部任用条例》的
权威性和执行力。各地区各部门在执行《干部
任用条例》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
党中央。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全文
如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干部工作方
针政策，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
从严管理干部的要求， 坚持新时期好干部标
准， 建立科学规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制度，形成有效管用、简便易行、有利于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 推进干部队
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一支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忠诚干净担当

的高素质专业化党政领导干部队伍， 保证党
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全面贯彻执
行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
展，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等党内法规和有
关国家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
持下列原则：

（一）党管干部；
（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

人唯贤；
（三）事业为上、人岗相适、人事相宜；
（四）公道正派、注重实绩、群众公认；
（五）民主集中制；
（六）依法依规办事。
第三条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把

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符合将领导班子建设成
为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具有推进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能力，结构合理、团
结坚强的领导集体的要求。

树立注重基层和实践的导向， 大力选拔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
干部。

注重发现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用
好各年龄段干部。

统筹做好培养选拔女干部、 少数民族干
部和党外干部工作。

对不适宜担任现职的领导干部应当进行
调整，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

第四条 本条例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或者机关内设机
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
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不含正
职）和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
委、法院、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或者机
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上列工作部
门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选拔任用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群团机关
和县级以上党委、 政府直属事业单位的领导
成员及其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参
照本条例执行。

上列机关、 单位选拔任用非中共党员领
导干部，参照本条例执行。

选拔任用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党政领导干
部，法律法规和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条 本条例第四条所列范围中选举
和依法任免的党政领导职务，党组织推荐、提
名人选的产生，适用本条例的规定，其选举和
依法任免按照有关法律、章程和规定进行。

第六条 党委（党组）及其组织（人事）部
门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履行选拔任用党政领导
干部职责，切实发挥把关作用，负责本条例的
组织实施。 荩荩（下转2版）

中共中央印发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 � � �▲3月17日，省园艺研究所梅花种植基地，市民在踏春赏梅。该基地种植
了60多个品种2000余株各式梅花。目前，梅花已进入最佳观赏期，吸引了不少
市民前往赏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 � � � ▲3月17日，长沙市岳麓山景区爱晚亭旁，柳枝吐出新芽。近日，随着气温
上升，万物复苏，星城长沙到处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冒蕞）日前，
省政府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在京
举行会谈，双方就深化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
险、国有企业改革、科创板企业上市、基金和
企业年金等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毕明建出席会谈。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会谈。
会谈中， 许达哲感谢和欢迎中金公司

来湘投资发展。他说，近年来，湖南大力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加快建设创新
型省份、制造强省，不断扩大高水平开放，
打造内陆创新开放高地， 全省经济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湖南面临国家建设长江经济
带、 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等重大机遇， 拥有
“一带一部”区位优势，现代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日益完善，营商成本相对较低，企业营

商环境较好。 希望中金公司与湖南携手共
进，进一步加强打好三大攻坚战、扩大对外
开放、补齐湖南金融短板、推动湖南企业科
创板上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基金和企业
年金项目等方面的合作， 为推动湖南高质
量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湖南将优化政务服
务，创造良好营商环境，为在湘投资、助力
湖南发展的企业机构服务， 共同把湖南这
块红色土地发展好，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毕明建介绍了中金公司近年来发展情
况和在湘业务开展情况，他表示，中金公司
将紧扣国家发展战略， 积极参与湖南改革
发展各项事业， 不断在防范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助推新兴产业发
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创新模式，与湖南实现
携手共赢。

省政府与中金公司举行会谈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日前，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达哲与部分在京湘籍民营企业家座谈， 共话
桑梓，共叙乡情，共谋家乡高质量发展。

省领导傅奎、刘莲玉、陈文浩参加座谈。
美不美家乡水， 亲不亲故乡人。 长期以

来，广大在京湘籍企业家始终情牵故土、心系
家乡，倾情倾力支持湖南各项事业发展。据不
完全统计，2014年以来，北京湘籍企业家在湖
南投资重大项目50多个，已到位资金300多亿
元；许多企业家担当社会责任，近5年为家乡
公益事业筹资逾5亿元，有力促进了我省产业
项目建设和公益事业发展。

“作为一名在异乡创业的湖南人， 我为家
乡这些年的发展变化深感骄傲和自豪！”“加大
对家乡的投资， 始终是我们关注和思考的重
点。”座谈会上，在京湘籍民营企业家们踊跃发
言，或袒露自己艰辛的创业历程和浓浓的家乡
情结，或介绍各自企业在湘投资进展和项目建
设情况，或为湖南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新华
联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傅军、江河创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载望、北京辉煌集团总
裁李克浪在发言中都提到， 湖南文化底蕴深

厚，有着好山好水好风光，要大力发展文旅产
业。听了大家的建议，杜家毫频频点头，认真记
录。桑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一波介绍，目前
企业正在湘加大投入专攻新能源产业。杜家毫
鼓励他发扬湖南人敢为人先的精神， 保持定
力、务实创新、勇往直前。北京高能时代环境技
术公司、东方雨虹防水技术公司董事长李卫国
说，得益于湖南越来越好的营商环境，企业在
湘多个项目进展良好，企业发展也步入了“快
车道”。 杜家毫希望企业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
力度，加强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合作，为湖南新
材料和环保产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金东集团董事长吴向东、58同城CEO姚
劲波、 帝海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
小明、 分享通讯集团董事长蒋志祥就培育扶
持千亿民营企业、做大做强移动互联网产业、
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支持数据中心建设等，也
分别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意见。

在一一回应大家的发言后， 杜家毫代表省
委、 省政府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家乡发展的倾
情支持。他说，广大湘籍企业家从湖南走向全国，
尽管身在他乡，但始终心系家乡，主动参与家乡
经济社会建设，是湖南发展的宝贵资源。这些年，

湖南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全力打
好三大攻坚战， 初步走出了一条以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特别是随着湖
南区位优势不断放大、产业项目建设加快推进、
营商环境日益优化，湖南正在成为创新高地、投
资福地， 能够为广大湘籍企业家大显身手提供
机遇和舞台。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家乡
发展，进一步加大在湘投资布局力度，多为家乡
引资引才引智牵线搭桥， 带动更多海内外投资
者来湘投资兴业。省委、省政府将提供更好更优
的服务，让广大企业家在湘放手经营、放心发展。

许达哲说，近年来，湖南经济发展保持稳
中有进、 稳中向好态势， 创新引领效应不断释
放，开放崛起之势正在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加快
构建，发展基础条件日臻完善，企业营商环境不
断优化，迈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步伐。当前，
湖南正着力打造内陆创新开放高地，加快建设
制造强省，突出打好三大攻坚战，认真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北京湘籍企业家是湖湘子弟的杰出
代表，是助推家乡发展、促进开放合作的重要力
量。希望大家一起发扬湖南人“吃得苦、霸得蛮”
的优良传统、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贡献力量。

杜家毫许达哲与部分在京湘籍民营企业家座谈

情系故乡 建设家乡
共同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春意正浓

新时代选人用人的基本规范
———一论学习贯彻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

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新思想指引干部队伍建设阔步前行
———写在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颁布实施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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