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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

日讯

(

记者 蒙志军

)

今天下午，省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

彻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研究部署明年全省政法工作。 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在会上

强调， 要认真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有效的服

务和更坚强有力的保障。

省领导周强、胡彪、梅克保、黄建

国、许云昭、李江、于来山、杨泰波、杨

忠民、路建平、戚和平，省高级人民法

院院长康为民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委政法委关于全国

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全省政法

工作今年的基本情况和明年工作设想

的汇报。张春贤指出，全国政法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理论为基础，

针对矛盾凸显期这一突出的阶段性特

征， 提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应对措

施，分析透彻，措施有力，要求明确。会

议紧紧抓住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关

键，充分体现了抓源头、抓根本、抓基础

的战略思想，对政法工作乃至推进我省

科学跨越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全

省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部门一定要深

入学习会议精神，紧密结合实际，制定

工作措施，抓好贯彻落实。

张春贤对今年全省政法工作给予

充分肯定。他说，今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等复杂形

势和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的艰巨任

务， 全省各级政法部门按照中央和省

委的安排部署，主动服从大局，服务大

局，忠实履行各项职责任务，确保了社

会大局稳定，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

答卷。

张春贤强调， 全省上下要珍惜和

维护当前来之不易的又好又快发展局

面， 集中力量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要下

决心重视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平

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针对当

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调整经济结构

可能衍生的新矛盾、新问题，迫切需要

政法部门在化解社会矛盾、 提供法律

服务上下更大的功夫， 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更及时有效的服务和更坚

强有力的保障。

张春贤指出， 要深入推进社会矛

盾化解，首先是抓源头，对容易引发社

会矛盾的领域， 要建立社会稳定风险

评估机制。要清积案，对涉法涉诉信访

案件、执行积案，要定期基本消化掉。

要建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三位一体的“大调解”工作体

系，形成依靠基层党政组织、行业管理

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共同及时有效化

解社会矛盾的机制。 要强基层， 乡镇

（街道）要由党（工）委副书记牵头，把

政法、综治、维稳、信访等方面力量整

合起来，形成综合治理的大平台。要深

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当前，要特别解

决好

5

个方面的问题，即解决好流动人

口服务管理问题、 解决好特殊人群帮

教管理问题、 解决好社会治安重点地

区综合治理问题、 解决好网络虚拟社

会建设管理问题、 解决好社会组织管

理服务问题。 要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

法。深入开展执法大培训，细化执法标

准、强化执法管理，加强执法监督，加

强政法机关党的建设。

张春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一定

要高度重视政法工作，加强组织领导，

建立健全机制。 各部门和社会各界也

要关心支持政法队伍建设， 为政法工

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科学发展

观，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

法决策的水平， 在统筹经济社会发展

中，更加注重解决民生问题，更加注重

社会管理， 真正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

盾，消除不和谐因素。

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徐蓉）今

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专程到

株洲考察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和湖南工业大学，看望慰问师生员工，

专题调研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发展情

况。 周强要求， 努力培养高素质劳动

者，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

构调整， 为富民强省提供强大人才支

撑。

在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周强详细了解学院办学历史和办学特

色，仔细询问招生、就业、课程设计等

情况， 并听取株洲市委市政府关于株

洲职业教育科技园建设情况汇报。湖

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创办

50

多年

来，坚持突出特色办学，运输管理、机

车车辆等学科在全国有影响力， 已累

计为全国铁路系统培养了

3

万多名高

级技术人才，学生就业水平保持稳定。

目前， 株洲市正积极整合职业教育资

源， 加快建设全省规模最大的职业教

育科技园。

周强充分肯定湖南铁路科技职业

技术学院取得的成绩， 希望株洲市加

快推进职业教育科技园建设。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依靠科

技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湖南新

型工业化进程，加快长株潭城市“两型

社会”试验区建设。

周强强调，当前湖南正处于加快

发展时期， 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巨大，

这是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难得机遇。

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

育 ，从实施 “一化三基 ”、富民强省战

略高度， 推动职业教育加快发展，培

养一大批高技能人才，为加快推进新

型工业化、发展现代服务业等提供强

大人才支撑；要加快推进株洲职业教

育科技园建设，从土地、经费、政策等

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加快形成品牌优

势；要坚持“以质兴校、特色办学”，紧

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 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加强师资队伍和学科专业建

设 ，不断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 ；要努

力扩大职教规模，推动职业教育与国

内外、省内外重点企业、骨干企业，开

展合作办学和订单式培训，形成人才

优势；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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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罗光辉）岳阳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截

至今天上午，已征订

2010

年度《湖南

日报 》

19045

份 ， 为指令性计划的

109%

，超过了

2009

年的实发数。

岳阳市历来重视党报党刊发行

工作， 市委书记易炼红、 市长黄兰

香要求各级、 各部门站在讲政治、

讲大局、 讲责任的高度， 坚决确保

主要党报党刊发行圆满完成任务。

市委宣传部采取发督查通报等多种

形式进行督导。 邮政部门采取增加

征订网点、 增加订报人员、 主动上

门服务等多种服务方式， 满足订户

的需要。

本报

12

月

30

日讯 （记者 陶

海音

)

大道奠宏基， 云梦奇观添胜

景 ； 群英兴伟业 ， 石华高速竞风

流。 今天上午， 华容县

S203

省道

3

公里处彩球高悬 ， 鼓乐喧天 。 宜

昌至岳阳高速公路石首 （湘鄂界）

至华容段正式开工建设 ， 这是我

省今年新开工的第

15

个高速公路

项目 ， 超额完成今年年初我省计

划新开工

14

条高速公路的目标任

务 。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

宣布开工。

石华高速线路全长

13.393

公

里， 概算总投资

8.0489

亿元， 为双

向

4

车道高速公路 ， 设计时速

100

公里， 路基宽度

24.5

米。 全线设枢

纽互通式立交

１

处 ， 收费管理所

１

处和主线收费站

１

处。

据介绍，宜昌至岳阳高速公路石

首（湘鄂界）至华容段是我省高速公

路网的组成部分，也是我省北部重要

的出省通道。北接拟建的宜昌至岳阳

公路湖北松滋至石首（湘鄂界）段，南

接在建的杭瑞高速公路岳阳至常德

段， 是湘北地区环洞庭湖经济圈的

重要省际通道。 （下转

5

版

②

）

三湘似锦，四水如织。在新的一

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谨通过《湖南日

报》和《湖南旅游》杂志，向来湘观光

旅游、投资兴业的境内外游客，向关

心支持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海内外

朋友，致以新年的美好祝福！

湖南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是

旅游观光的胜地。 湖南人文荟萃，

湖湘文化开一代学风。湖南钟灵毓

秀，八百里洞庭气象万千，七十二

峰衡岳云蒸霞蔚，湘、资、沅、澧四

水奔流，张家界、崀山胜似人间仙

境 ，韶山日出 、岳麓书香 、现代都

市、边城风情，构成一幅自然与人

文相得相称的完美画卷。 近年来，

湖南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特别要把具有湖南特色的旅游业

做大做强”的重要指示，不断加强

和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努力优化旅

游环境，提高旅游服务水平，为国

内外游客来湘休闲观光，创造了良

好条件。广大游客来到湖南，一定

会在品山论水、 感受湖湘风情之

时，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湖南发展前景广阔，发展平台

巨大， 是国内外投资者的投资热

土。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改

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社会实现快

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进入

新世纪，湖南大力实施富民强省战

略，努力建设湖南、发展湖南、繁荣

湖南，始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发

展民生，

2009

年保增长、保民生、保

稳定取得显著成效，正焕发出蓬勃

的发展活力。 湖南的又好又快发

展，为广大国内外投资者提供了广

阔舞台，创造了无限商机。

又是一年春色好，放眼潇湘满

眼新。欢迎海内外各界朋友共同体

验“锦绣潇湘，快乐湖南”的无穷魅

力；欢迎来湘投资兴业，与湖南人

民共创美好未来！

岳阳超额完成《湖南日报》发行任务

第15条（段）成为收官之作

石华高速昨日开工

超额完成年初我省计划新开工14条高速公路的任务

重视民生 从源头消除不和谐因素

省委常委会议传达贯彻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本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何芳） 记者今天从省机关事务管理局获

悉，今年来，全省公共机构节能工作领导

小组组织省政府办公厅等

21

个试点单位

开展节能改造，总投资近

2000

万元，预计

改造后实现节能

15%

以上，将产生良好的

示范效应。

据悉， 节能改造包括燃煤锅炉改造、

水电管网改造、中央空调改造、地源热泵、

太阳能推广应用等多个项目。 据介绍，大

部分试点单位的节能改造任务都能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

预计节能15%以上

21个公共机构试点单位

实施节能改造

图为开工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周强在株洲考察高等教育、职业教育时强调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促进发展方式转变

湖南欢迎您

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周 强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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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对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实行任期和

年度考核评价；建立以考核评价为基础，

与岗位职责和工作业绩挂钩， 短期激励

与中长期激励、 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相

结合的中央企业领导人员激励机制。

优化利用外资结构， 引导外资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和增加投资， 促进利

用外资方式多样化， 深化外商投资管

理体制改革，营造良好投资环境。

完善反洗钱刑事法律体系； 构建

国家反恐融资网络； 提升反洗钱监管

的有效性； 建立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

钱制度；加强国内部门间交流合作；培

养高素质反洗钱专家队伍； 积极参与

国际合作与标准制定； 全力追偿境外

犯罪资产。

中办国办印发《中央企业

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

我国将在利用外资

方面做好

5

项工作：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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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3

年内创建

有中国特色反洗钱机制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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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侵权责任法》将于

201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这是一部与老百姓利益息

息相关的法律。 有利于保护民事主体

的生命权、健康权、隐私权、婚姻自主

权等诸多合法权益， 进一步明确侵权

责任，将更好地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

省高院

解读《侵权责任法》

详见

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