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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9

月

30

日讯 （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张九绩） 国庆前夕，安

仁农村一片丰收景象，省农业厅负责

人到该县检查指导粮食生产工作，实

地察看了排山、坪上、承坪等乡镇的

优质稻种植情况后，对安仁的粮食生

产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据介绍，安仁

县今年共播种水稻

61.7

万亩，比去年

增加

1.2

万亩。

安仁县是省定优质稻生产重点

县，也是目前郴州市唯一的双季稻田

成建制过吨粮县。 为了稳定粮食生

产，近年来，安仁县政府与各乡镇签

订了制止耕地抛荒、提高耕地效益责

任书， 并将粮食生产纳入年度考核，

实行“一票否决”。 目前，全县除

100

余

亩水田因洪灾冲沙一时难以恢复生

产外，其余都种上了粮食。

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安

仁县不折不扣执行中央和省里扶持粮

食生产的各项政策， 将种粮补贴及时

足额发放到粮农手中， 并着力解决农

资供应、 土地流转等问题。 县里还把

今年定为 “粮食高产创建活动年”，

对粮食生产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进行奖励。 同时， 在提高种粮效益上

下功夫： 一方面， 大力优化粮食生产

结构， 鼓励农民多种优质稻。 今年全

县推广优质稻

45

万亩， 比去年增加

25％

。 另一方面， 县农业局派专人进

村入户指导生产， 提高粮食单产， 减

少病虫害等造成的损失。

稻菽飘香农增收， 目前， 安仁农

民种粮积极性高涨。 牌楼乡神州村村

民何广南今年承包了

100

多亩田地种

粮， 并购买了联合收割机、 插秧机等

大型机械设备。 清溪镇农民杨社仔承

包村里

90

多亩水田种植优质稻， 他种

出来的稻米被许多企业争相收购， 价

格也比一般稻米高。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谢忠东

金秋时节，位于长沙市芙蓉南路

的中国湖南人才市场大厦已经竣工。

这座总建筑面积达

3

万多平方米的大

厦，在今年

10

月

6

日将正式交付使用。

我省人才交流服务业蓬勃发展。

到

2007

年， 全省人才总量逐增到

348

万人。 在全省各级人才服务机构的帮

助下，

20

多年来，约有

100

万人次各类

人才实现了求职梦想。

从

1986

年省人才流动服务中心成

立， 到

1998

年湖南人才市场开业结束

“有市无场”的历史，到

2002

年升格为

国家级人才市场———中国湖南人才市

场，再到形成“市场（中国湖南人才市

场）

+

网站（湖南人才网）

+

报纸（人才信

息报）”三位一体的服务格局，我省人才

服务工作几经变迁的发展历程， 无不

体现着改革创新的轨迹。

上世纪

90

年代末，省人才流动服

务中心决定筹备开通湖南人才网，以

满足越来越多求职者对招聘信息的

需求，但本是一项推动人才服务信息

化工程的便民措施，却在实施过程中

遭遇了极大的阻力。 思路与出路、改

革与发展的争论掀起波澜。 有人说

“有了现场交流就行了， 摊子大了不

容易收拾”， 还有人说 “网站办起来

了，不是抢了市场的‘饭碗’吗？ ”……

决策层的意见也开始分化。 最后，省

人事厅领导坚定了信念： 网络化、信

息化将成为今后人才服务的发展方

向， 早走一步就会领先人家一步、就

会更多更好地服务人才。 经过两年多

的准备、调试、试运行，

1998

年

7

月，湖

南人才信息网正式开通。

“刚开始，由于社会对网络的认

知还不够，特别是企业单位习惯了现

场面对面地选择人才，湖南人才信息

网经历了很长一段‘煎熬期’。 ”省人

事厅党组成员、省人才流动服务中心

主任曾坤告诉记者，

2003

年“非典”肆

虐，全国各地大部分人才交流会处于

停滞状态，网上人才交流越来越受到

重视，这一年成为湖南人才信息网发

展的转折年， 点击量一下突破

200

多

万人次。

2002

年

3

月， 国家人事部正式批

准国家人事部与湖南省人民政府共

同组建国家级人才市场———中国湖

南人才市场，并于同年

10

月

26

日正式

挂牌开业。 湖南人才服务事业迎来新

的历史发展时期。

过去的人才市场，基本上是走行

政机关的延伸之路，政府人才市场的

计划色彩一直与市场化存在着某些

内在矛盾。 “获批国家级人才市场后，

服务人才、服务社会、服务经济建设

的使命感更加强烈了， 改革势在必

行！ ”回想往事，省人事厅副厅长杨春

林感慨道。

然而，人才服务机构的改革究竟

要改什么、怎样改？

“要改就要触及深层次的问题，

要从人才服务体制上改起！ ”我省人

才服务工作决策层下定了决心。

2004

年

5

月，中国湖南人才市场启

动第一轮触及人才服务体制的改革，

逐步形成了三大格局： 建立企业性质

的人力资源公司， 完全实现市场化运

作； 建立事业性质的公共人事服务中

心，进行规范化、标准化运作；成立人才

市场管理委员会，负责授权管理市场，

承担一定行政管理职能。 通过管办分

离、政事分开，中国湖南人才市场作为

独立的主体参与到了市场竞争。

“人才流动服务中心是政府旗下

的人才服务机构，而人才市场又是这

个机构走市场化运作路子所衍生出

来的。 怎样客观处理好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人才效益‘三大效益’之间的

关系，是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必须

面对的问题。 中国湖南人才市场为我

们作出了榜样。 ”省社会科学院人才

学研究所胡跃福研究员如是评价。

今年初，中国湖南人才市场再推

重要的改革举措———取消了沿袭十

余年、 面向求职者收取入场费的做

法， 宣布对所有的企业招聘信息、个

人求职信息实行免费，极大地提升了

形象、促进了自身发展。

“思路清晰了才能找到出路，改

革得力后事业才会有发展！ ”目前，省

政府所属人才服务机构共有

134

家 、

行业属人才服务机构

20

家、民营人才

服务机构

22

家、省直人才服务机构

12

家。 全省基础性的人才市场网络已经

建立，并且形成了一支专业的人才服

务机构从业人员队伍，人才中介服务

人员达

1300

余人。

本报

9

月

30

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颜常青）

9

月

24

日， 世界单轴

最大功率的六轴交流传动货运电力

机车首台车体在中国南车股份株洲

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试制成功。

六轴大功率交传电力机车属国家

装备现代化重点项目。 去年

8

月

18

日，

铁道部与“株机”签署了

1200

台六轴机

车的购销协议并正式签订了其中

500

台的采购合同，机车由“株机”自主设

计、自主研发、自主制造，拥有完全自

主知识产权。 采用世界单轴功率最大

的六轴电力机车系统集成及配套技

术，单轴功率达

1600KW

，具有性价比

更高、线路适应性更广的优点，是我国

未来的主型货运电力机车。 车体是机

车重要的部件，“株机” 在该型车体的

研制中， 根据机车重载高速的运输要

求， 同时借鉴公司既有的重载运输和

谐

1

型机车研制经验， 进行了结构强

度、密封性能、降噪等方面的设计优化

和创新， 选用了符合正负

40

摄氏度使

用环境要求的国产钢材， 车体强度比

和谐

1

型机车有较大提高。 业内人士认

为，“株机”首台机车车体的竣工，标志

着这一项目取得了重大进展。

本报记者 张湘河

通讯员 覃遵奎

粗犷桀骜的树皮号吹响了， 仿佛

传递着一缕源自洪荒时代的神秘信息；

勾魂摄魄的“梯玛神歌”吟唱起

来了，隐隐地透溢着一种来自生命本

源的神秘感召……

9

月

28

日的永顺县芙蓉镇鼓声隆

隆，首届“中国湘西芙蓉镇·土家族毛

古斯文化节”在这里拉开了序幕，

8

月

8

日， 曾在鸟巢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

式前文艺表演的《土家毛古斯———欢

庆》，又在千年古镇上演。

毛古斯是我国民族文化艺术花

苑中的经典，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1959

年被中央民族民间舞蹈考察团认定

为“中国古代戏剧舞蹈的最远源头”，

是 “研究我国古代戏剧舞蹈的活化

石”。 毛古斯主要分布流传在地处武

陵山区的湘鄂渝黔边土家族聚集地，

重点分布在湘西永顺、龙山、保靖、古

丈四县。毛古斯，土家族语称“谷斯拔

帕舞”、“帕帕格次”或“拨步卡”，汉语

多称为“毛古斯”，是一种具有人物、

对白、简单的故事情节和一定的表演

程式的原始戏剧舞蹈，它以近似戏曲

的写意、虚拟、假定等艺术手法表演

土家先民渔、猎、农耕等生产内容，既

有舞蹈的特征， 又有戏剧的表演性，

两者杂糅交织，浑然一体，大多与跳

摆手舞穿插进行。

表演台上，只见演员们屈膝，浑身

抖动，全身茅草刷刷作响，头上五条大

辫子左右不停摆动，表演中碎步进退，

左右跳摆，摇头抖肩，古朴生动，数千

中外观众不时为之热烈鼓掌。

著名电影演员刘晓庆也在拍摄

《芙蓉镇》

22

周年后，第一次重返芙蓉

镇并登台表演。

入夜，芙蓉镇流光溢彩，猛洞河

波光粼粼，勾勒出一片“红灯万盏人

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喜庆气氛。

本报记者 周怀立 李文峰

9

月

25

日下午

3

时， 沈梅芳做完

人机对话心理素质测试题， 从容走

出考场，脸上显得平静而自信。

谈起刚才考试的感受， 这位

26

岁

的株洲市石峰区法院的女干警告诉记

者，这样的考试很特别，也很科学，能

够测试出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素

质。她说，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对一

个青年干部来说，太重要了。

9

月

25

日进行的心理素质测试，

是株洲市 “

80

后 ”优秀青年干部 （管

理人才） 推选活动第二阶段 “集中

比”最后一项比试项目。参加这一测

试的共有

161

人，他们是从全市参加

推选活动的

3801

名“

80

后”青年干部

中，通过层层选拔产生出来的。这一

阶段的比试完成后，他们中将有

100

人进入最后阶段的“综合评”。

株洲市以这种类似于“海选”的

方式推选 “

80

后 ”青年才俊 ，在社会

上引起积极反响， 被认为是在干部

（管理人才 ）选拔上解放思想 、创新

机制之举，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

大胆突破来自战略思考

2008

年

3

月，上任不久的株洲市

委书记陈君文来到市委组织部调

研。 在和大家探讨如何搞好干部工

作时，这位对干部培养一直怀有紧迫

感的市委书记说，为有利于选拔优秀

人才，干部工作也要解放思想、开拓

视野。他特别强调，要科学解决青年

干部“初始提名权”问题，为优秀人才

提供快速成长通道。 他还和大家商

量，可否引入评选“超女”一样的“海

选”方式，选拔优秀青年干部。

陈君文一席话，在组织部门引起

不小的震动。带着创新干部选拔机制

的目的，株洲市委组织部的同志在部

长程绍光带领下，集中

2

个月时间进

行专题调研。通过调研，他们发现，干

部老化等问题比想象的还要严重，比

如在某市直机关

40

名工作人员中，

38

名是“

60

后”，“

80

后”一个也没有。于

是，在调研结束时，一个“创新思维，

扩大民主，不拘一格推选年青干部”

的建议被郑重提了出来，并得到市委

的肯定和支持。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认

为，这一工作对株洲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通过反复论证、 分析， 株洲市

委组织部最后确定， 把这次选拔对

象定为 “

80

后 ” 干部 。 他们认为 ，

市直现有部、 办、 委、 局负责人中，

“

60

后” 占了一大半， “

70

后” 也有

不少 ， 但 “

80

后 ” 还在门外徘徊 。

而 “

80

后” 干部虽很年轻， 但文化

基础扎实， 不少人已参加工作几年，

具有一定实践经验。

(

下转

A2

版

)

本报

9

月

30

日讯 （通讯员 唐甜

何浪 记者 李军 李光华） 为欢庆第

59

个国庆节，迎接实施假日改革以来

的首个“黄金周”，韶山在抓紧进行各

项建设的同时，精心打扫“门庭”，迎

接四方来客。

在韶山核心景区，全国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一号工程”建设如火如荼。

随着今年毛泽东同志

115

周年诞辰的

临近，毛泽东遗物馆、毛泽东广场改

扩建等，一批计划于年底建成开放的

景点及配套设施建设渐近尾声，连接

潭邵高速和韶山市区的韶山高速公

路，也正在铺设沥青路面。

今年国庆“黄金周”，预计来韶山

游客人数将突破

20

万人次。 为此，韶

山

"

大建

"

不忘迎来客，以依法治理与

规范管理相结合，进一步优化旅游环

境，备战旅游高峰。

9

月下旬以来，该

市由旅游、公安、安监、卫生等

10

家部

门组成的旅游安全检查组，对各景区

景点的旅游设施和接待场所进行了

安全隐患大排查。 由文体、工商等部

门组成的纪念品检查小组，对经营户

进行了地毯式检查， 净化旅游品市

场。 物价部门则检查规范了价格行

为。 该市还将在“黄金周”期间，在各

景区设立咨询台，为游客提供咨询服

务并现场接受投诉。为缓解景区建设

带来的交通压力，该市制定了交通疏

导预案，增设临时停车场，规范了交

通路线，并加强了路上警力。

韶山“大建”迎来宾

百万人次实现求职梦想

———我省人才交流走向市场化

“株机”成功试制世界单轴

最大功率交传电力机车车体

红灯万盏

人千叠

国庆期间 ，

株洲市主要街道

装饰一新， 挂上

了 “中国结”，大

红色的“中国结”

飘扬在街头 ，增

添了节日气氛。

陈瑛 摄

9

月

30

日 ，许多市民

在 湖 南 烈 士

公 园 内 开 心

地玩耍 。当天

是 国 庆 黄 金

周第二天 ，天

气晴好 ，长沙

市 各 大 公 园

内游人如织 。

郭立亮 摄

9

月

30

日，怀化市洪江古商城游客如织。国庆长假第二

天，洪江古商城浓厚的商道文化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来

古商城游览的游客近万人次。 刘文颖 摄

激活一池春水

———株洲公开推选“80后”优秀青年干部走笔

本报

9

月

30

日讯（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唐伟 龚卫国）国庆之际，芷江

县城宾馆、旅店十分火爆，中外游客

通过旅行社早早就有了预定。该县加

速推进旅游国际化，今年

1

至

7

月，该

县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53.6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6680

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6%

和

54%

。

芷江是抗战胜利受降地，和平文

化具有唯一性；侗族文化博大精深，

风雨桥、万和楼堪称世界之最；三道

坑、明山湖等自然景观原始生态，景

色宜人，具备国内一流的生态旅游环

境。今年， 该县邀请国内知名旅游策

划专家帮助“把脉”、“会诊”，确立了

以“和平名城、生态休闲”为主题，加

快推进旅游国际化的战略决策。

该县成立了芷江和平旅游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 对县内

8

大景点实行

统一经营， 推出了张家界

＋

凤凰

＋

芷

江国际精品旅游线路， 对旅游产业

实行市场化运作。 在芷江机场附近

重点建设了一批和平文化城市景观；

完成了文庙、 从文阁、 和平村一期

等景点建设， 三道坑原始生态旅游

区、 地婆溪瀑布群开发等

13

个旅游

开发项目已全部启动； 在受降旧址

增加湘西会战战略部署会议场景表

演， 在和平文化村增加大型合龙宴，

增强游客在游览景点过程中的观赏

性和参与性。

为加大国内外市场促销， 该县

先后组团到美国、 法国， 利用美国

援华飞虎队、 芷江和法国诺曼底格

朗康迈西市两个胜利之城结成友好

城市等纽带和窗口， 进行文化交流

活动， 并积极筹划下一届中国芷江·

国际和平文化节、 国际和平论坛等

重大活动， 扩大芷江在欧美市场的

影响力。

芷江

推进旅游国际化

安仁

稻菽飘香农增收

■

解放思想 科学跨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