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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多云

14℃～26℃

株洲市 阴转多云

14℃～26℃

永州市 阴转多云

14℃～28℃

其他城市天气预报

张家界 晴

12℃～27℃

岳阳市 晴转多云

16℃～28℃

吉首市 多云

10℃～26℃

常德市 多云转晴

12℃～26℃

益阳市 多云

18℃～28℃

怀化市 多云

13℃～27℃

娄底市 多云

13℃～27℃

邵阳市 多云转晴

13℃～29℃

衡阳市 阴转多云

14℃～27℃

郴州市 阴转多云

15℃～23℃

长沙地区天气预报

今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多云到晴

南风转北风

２～3

级

18℃～25℃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谢兴吾） 今天， 湖南省就业

工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在长沙召开。

会议指出， 今年要把就业放在民生工

作首位， 坚持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和创

业带动就业的方针， 力争全年城镇新

增就业

60

万人， 失业人员再就业

30

万

人，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

10

万人； 城

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

以内 ； 新

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100

万人。 省

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主持会议

并讲话。

去年以来，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

就业的冲击， 我省启动实施更加积极

的就业政策， 取得积极成效， 度过了

就业形势最艰难的时期。 去年底， 全

省城镇登记失业率

4.25%

， 低于

4.8%

的控制目标。

今天的会议就 《湖南省就业工作

领导小组

2010

年工作要点 （讨论稿）》

等文件征求了各成员单位意见 。 该

《工作要点》 指出， 千方百计增加就

业岗位， 把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相结

合， 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

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大力发展

商贸流通、 居民服务、 服务外包等服

务业； 全面贯彻 《湖南省实施 〈就业

促进法〉 办法》， 并加强对政策落实

情况的督查力度； 努力推进城乡统筹

就业， 继续加强对高校毕业生、 农民

工、 零就业家庭、 “一湖四水” 上岸

定居渔民等重点群体的就业帮扶工

作； 加大创业扶持力度， 并加大就业

专项资金投入等。

于来山指出， 在去年非常困难的

就业形势下， 全省各级各部门采取了

一系列过硬的措施， 特别是各成员单

位做了大量工作， 保持了就业局势的

基本稳定， 各项就业指标全部超额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 就业工作成为湖南

的一个亮点。 他强调， 就业是民生之

本， 稳定之基， 我们怎么重视、 怎么

强调都不为过。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

影响仍在持续， 就业形势依然严峻，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统一思想， 提高

认识， 高度重视就业工作， 紧密结合

各自职能， 努力形成齐心协力做好全

省就业工作的强大合力。

本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熊远帆）

“小丁” 是大漫画家丁聪用了

70

余

载的笔名，

70

多年来“小丁”笔下的

漫画呈现给我们的既有人性的厚

朴，也有漫画家的讽刺锋芒。

3

月

18

日， 纪念漫画大家丁聪———《绘图

双百喻》

(

精编珍藏本

)

新书出版座

谈会在湖南文艺出版社举行。

《绘图双百喻》

(

精编珍藏本

)

是

为纪念漫画大家丁聪先生而特别

制作的一部珍藏本， 经其老朋友、

文字作者陈四益修订增删，将原有

207

篇文画删去

7

篇， 恰成

200

篇整

数 ，并增加了钟叔河 、董桥先生的

两篇评论文章 ， 以

16

开简精本出

版 。本书主要收入了陈四益 、丁聪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合作创作的“一

种颇为新颖的文艺形式 ”

(

方成语

)

文画配，其杂文和漫画的结合让人

耳目一新，从而推动了读图时代的

到来。

把就业放在民生工作首位

●今年力争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以内

●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00万人

本报

3

月

19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记者从今天召开的湖南省就业工作领

导小组联席会议获悉， 今年我省将继

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就业工作的

重中之重， 努力使

2010

届高校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达到

70%

左右， 当年底总

体就业率达到

80%

以上。

会议提出， 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

业作为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 进一步

完善扶持政策，实施岗位拓展计划、创

业引领计划、就业服务与援助计划；引

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城乡基层、偏远

地区、中小企业就业和自主创业；加强

对家庭困难毕业生、残疾人毕业生、少

数民族毕业生和就业困难女大学生等

群体的就业帮扶力度； 深化高等教育

改革， 增强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的适应性。

据了解， 我省去年重点促进高校

毕业生就业， 共选派了

1445

名大学生

到村任职，选调大学生

651

名，招募了

一批大学生到基层就业； 落实就业见

习计划， 全年共有

5751

名高校毕业生

参加就业见习， 全省见习基地总数达

到

105

个；全年共应征入伍大学生

3993

名。 据教育部门统计， 截至去年

9

月

1

日 ， 我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74.9%

。

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纪念

永远的“小丁”

《绘图双百喻》精编珍藏本出版

3

月

18

日， 永顺县石堤镇羊峰村农民出动

10

多台大型拖拉机耕田。 随着国家农机补贴、 粮食补贴等一系列惠农政策的

实施

,

该县农民种粮的热情高涨。 唐庆 摄

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

本报

3

月

19

日讯（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邝丞才 胡亮文）

“今年头两个月， 我们公司产销两

旺，完成销售收入

5

亿多元，同比增

长近一倍。”今天上午，郴州宇腾有

色金属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志刚高

兴地向记者介绍。据了解，目前包

括“宇腾有色”在内，郴州

1000

余

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展势头强

劲。

去年以来， 郴州市在深入学

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积极

探索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科

学发展的长效机制， 解决了一批

阻碍发展的突出问题， 为郴州实

现科学跨越打下良好基础。 特别

是针对承接产业转移中存在的体

制机制不顺畅、承接重点不明确、

转移平台不完善、 配套设施不健

全等问题， 他们放大省里赋予的

先行先试 “

34

条” 政策，

11

个县

（市）区因地制宜，先后制订配套

措施

1643

条， 有效解决了承接产业

转移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通过大

力实施“千亿投资计划”、“百亿城建

计划”以及组织交通、城市、产业建

设“三大会战”，为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强大动力。

“学习实践活动让我们更新了

观念，开阔了视野，为企业发展带来

了新的机遇。”全国人大代表、临武

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胡建文说， 为改变以往农产品加工

企业利润低、销售难、各自为战的局

面， 他们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受到启

发， 专门开辟了一条属于企业自己

的营销渠道———舜华湘品堂湖南特

产连锁店， 以销售临武鸭系列食品

为主，兼营其他湖南特产，使“湘子

号”特产香飘万里。

“通过开展学习实践活动，如今

我们村发展有目标，群众有信心，家

家有产业，日子越过越红火。”宜章

县城南乡寿福村党支部书记邓见良

告诉记者，在学习实践活动中，他们

进一步坚定了“产业兴村”的发展思

路，着力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养殖、

运输等

6

大产业，去年村民人均纯收

入突破

1

万元。

郴州：

为科学跨越打下良好基础

本 报

3

月

19

日 讯 （ 记 者

易博文）

3

月

16

日至

17

日， 为落

实铁道部、 湖南省主要领导关于

加快推进湖南省铁路建设会谈精

神， 副省长韩永文率省直有关部

门负责人在岳阳市进行了专题调

研。 韩永文强调， 要认真落实部

省会谈精神 ， 加快推进荆岳铁

路、 临岳高速公路建设工作。

韩永文一行就荆岳铁路、 临

岳高速公路建设有关具体问题进行

了现场察看， 与有关专家进行了座

谈讨论。 韩永文要求省有关部门加

快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 对控制性

工程要尽快组织专家论证 ， 确保

部省领导指示及时贯彻落实 ， 为

进一步完善湖南立体综合交通网

络 ， 改善湘北交通运输条件 ， 促

进洞庭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

积极贡献。

韩永文在岳阳市调研时强调

加快荆岳铁路临岳高速建设

本 报

3

月

19

日 讯 （ 记 者

易 博文 通讯员 袁明子 ） 截至

2009

年底， 方正证券总资产已增

至近

300

亿元， 净资产达

75

亿元，

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证券公

司、 省内最大的法人金融机构。

今天， 省政协副主席阳宝华、 龙

国键到该公司考察时强调， 要加

快发展总部经济 ， 提升产业结

构。

方正证券成立于

1998

年， 系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首批综合类证

券公司之一。

2006

年， 方正集团

联合方正证券对我省泰阳证券成

功实施了市场化重组。

2008

年，

公司总部由杭州迁址长沙， 同年

吸收合并了泰阳证券成立新的方

正证券。 近年来， 公司步入快速

发展轨道， 不仅保持着良好的持

续盈利能力， 而且各项业务指标

居于全国证券行业前列 。

2009

年， 公司经纪业务交易量较

2008

年增长

67%

， 市场份额等多项业

务指标在全国

106

家证券公司中

均位居前

15

位； 公司控股经营的

瑞信方正证券公司全年完成股票、

债券承销金额总计

156

亿元， 债券

承销金额位居全国证券公司第

9

位 ； 公司控股经营的方正期货公

司成为了全国首批

6

家

A

类期货公

司之一 。 方正证券的发展为我省

作出了重要贡献 ， 自

2008

年迁入

我省后， 两年共上缴各类税收

18.3

亿元， 并为省内各银行提供了

300

多亿元的现金存款。

阳宝华 、 龙国键一行参观了

方正证券的总部 ， 听取了方正证

券总裁王红舟对公司情况的汇报，

充分肯定了方正证券的发展成就，

并就我省金融行业的发展等问题

进行了研讨 。 他们强调 ， 金融是

现代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 在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要大力发

展金融业 ， 促进 “转方式 、 调结

构”。 总部经济对湖南的财税等各

方面都将产生重要贡献 ， 要大力

发展总部经济 ， 吸引更多的企业

将总部设在我省 ， 鼓励总部经济

的发展。

方正证券总资产

增至近300亿元

阳宝华龙国键要求加快发展总部经济，

提升产业结构

3

月

17

日 ，株洲市建

宁路 ，一位女

士 坐 在 满 载

货 物 的 三 轮

摩托车上 ，双

脚悬空 ，只用

一 只 手 抓 着

捆 绑 货 物 的

绳子 ，让人不

禁 为 其 捏 一

把汗。

汪成 摄

人

货

叠

装

，

险

！

(

紧接

1

版

①)

从而以小见大， 展现出

一代伟人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生

动细致地勾勒出毛泽东同志的工作、

生活和情感、 精神世界。 该片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于毛泽东同

志诞辰

116

周年之际在中央电视台、湖

南卫视、 重庆卫视等中央和省内外电

视台相继播出后， 在全国产生了热烈

反响， 受到李长春等中央领导的高度

评价。

研讨会上 ， 与会者在发言中认

为， 该片视角独特， 另辟蹊径， 通过

对来自日常生活的遗物的追溯

,

多方

位真实地还原毛泽东同志的情感和生

活

,

在电视文献纪录片创作生产方面

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

:

靠实物和第

一手史料见证历史

,

靠当时在场者的

讲述还原真相

,

使该片在揭秘历史的

同时具有令人信服的历史真实性和

亲切感 ； 具有丰富的多层次的历史

信息

,

历史文化含量高； 注重由当事

人用讲故事的方法再现历史

,

增强了

片子的吸引力； 善于以小见大

,

以遗

物展现伟人崇高的精神风范 ， 是电

视文献纪录片的创新突破 ， 是现实

主义纪录片的美学的创新突破 ， 是

荧屏革命领袖形象诠释 的 创 新 突

破， 为当前我国的电视创作如何深入

地发掘民族精神的历史土壤， 特别是

深入发掘红色资源， 为建设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

新的启示。

(

紧接

1

版

②)

同时， 片中展现的很多

遗物，如主席生前使用过的单腿眼镜、

皮拖鞋、 英语单词卡片、《满江红》唱

片、寿桃图书签等，以及众多珍贵的文

献、影像资料等，大多是首次向公众曝

光，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以小见大 ，展现伟大

人格和风范”

“视角独特，另辟蹊径，以小见大，

通过一件件小小的遗物，充分展现了毛

泽东同志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的精神风

范。”这是与会者对该片的共同感受。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主任唐洲雁在发言时， 讲述了该片中

令其印象深刻的一个故事： 毛泽东同

志有一个生活账本， 详细记录了家庭

收支情况，凡属个人消费，一律自行付

账， 不沾公家任何便宜。 国家困难时

期，毛泽东同志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

坚持不吃肉，用粮用布都定量供应，凭

票购买。 毛泽东同志一生还收到过很

多珍贵的礼品， 但他要求身边工作人

员一律造册上交国库。

唐洲雁感慨地说：“毛泽东同志把

整个生命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他所热爱

的祖国和人民。 毛泽东同志为国家作

出巨大贡献， 却始终把自己看作人民

的一分子，体现了位高不忘本、功高不

自居、权重不谋私的高风亮节。”

“我也是个人。”这是毛泽东经常

对身边工作人员讲的一句真心话。是

的，伟人也是普通人。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 影视评论家

李准认为，该片另一个可贵探索，是用

遗物与史实去揭秘毛泽东同志的情感

世界和文化人格

,

与优秀重大革命历

史题材电视剧有异曲同工之妙。 比如

在与子女的情感关系上

,

它第一次告

诉观众

,

连李讷学游泳他都不许用救

生圈

,

但李讷用丝线做的寿桃图书笺

他却一直喜爱并精心保存

;

毛岸英牺

牲后，毛泽东同志同意葬在朝鲜

,

同时

却把岸英的衣物悄悄保存在身边

26

年

,

直到

1990

年清理遗物时才被人发

现

!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

夫”。在严教子女的方式下

,

毛泽东同

志对下一代的真情挚意，跃然荧屏，感

人至深。

“我认为这部作品在艺术上最大

的特点就是构思非常巧妙。”《求是》杂

志副总编辑刘润为说， 该片精心挑选

毛泽东的若干遗物， 由这些遗物生发

开去，展现毛泽东的思想、情感、业绩

的某些侧面，这些侧面组合在一起，为

观众展现了一个立体的毛泽东、 有血

有肉的毛泽东、可亲可敬的毛泽东。

“为今天的艺苑增添了

一抹亮丽的红色”

研讨会上， 与会者认为，《毛泽东

遗物的故事》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毛泽东同志的孙子毛新宇动情地

说， 这部片子有着十分现实的教育意

义。爷爷的艰苦朴素，特别是为革命、

理想，为新中国、为共产主义的献身精

神，在片子里面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

同时， 爷爷一生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和艰苦朴素的奋斗精神， 将永

远教育我们这一代以及子孙后代。

“遗物无言，却见证了一代伟人峥

嵘岁月的历程。”《光明日报》总编室主

任、 文艺评价家沈卫星认为， 作为伟

人，为后世留下了遗物，遗物本身便负

载着厚重的历史信息， 铭刻着伟人心

灵的印记，也蕴涵着后人的缅怀追思。

在遗物本身来讲， 虽然是静静地躺在

那里，但是照样有旧世界的腥风血雨，

有革命者的热血传奇， 也有新中国诞

生和后来革命建设的种种景象。 所以

我觉得， 这些遗物透出了领袖的一些

崇高风范和伟大人格， 包括领袖的音

容笑貌、乡绪亲情，并且带领我们穿过

时光之河， 再一次领略到领袖伟大的

品格。

一些与会者从艺术创作的角度作

了探讨，认为《毛泽东遗物的故事》的

创作， 为当前我国的电视创作如何深

入地发掘民族精神的历史富矿， 特别

是深入发掘红色资源， 为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提供了成功的范例和

新的启示。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杨胜群指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核心价

值是历史形成的， 是历史的积淀和升

华，不是凭空而来的。我们现在强调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不是要凭

空来建设一个新的价值体系， 而必须

以优秀的传统为基础。 当代人的核心

价值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优秀

传统的继承， 更离不开对毛泽东同志

为杰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所倡导、实践，为之奋斗、牺牲的价值

观的继承和发扬。 在这个令人眼花缭

乱的物质社会， 湖南的电视艺术工作

者，以满腔的热情，用这些一般人看来

也许没有多少意义的遗物， 拍出来一

部真实、 生动反映毛泽东同志高风亮

节、崇高风范的文献纪录片，为今天的

艺苑增添了一抹亮丽的红色。

(

上接

1

版

③)

致力创建食品安全城的长沙，痛

打假酒。

2009

年

1

月， 工商执法人员为

查假“军供”酒，不畏天寒地冻，蹲守

10

余个昼夜；公安部门穷追不舍，奔赴黑

龙江等地，历尽千辛万苦抓捕主犯；同

年

2

月，千名执法大军通宵达旦，一举

捣毁大型制假窝点

5

个，查处销售假酒

的门面

150

多家，收缴问题酒

1

万余瓶，

猖獗一时的假酒在长沙销声匿迹，茅

台、五粮液、酒鬼等厂家纷纷向长沙送

锦旗致谢。

无证生产经营，是“问题食品”的

万恶之源。长沙市釜底抽薪，取缔关停

非法生产经营企业。高桥市场、黎托乡

原是“问题食品 ”的 “重灾区 ”、“避难

所”，雨花区拉网式的检查整治，如今

“玉宇澄清”。

重拳出击、高压态势下的长沙，问

题食品无藏身之处。

日前，国家督查组对长沙熟食、米

粉、豆制品抽检，合格率提高近

20

个百

分点。

建章立制

田间餐桌全程监管

联系着千家万户的“米袋子”、“菜

篮子”、“油罐子”， 个个都是纷繁复杂

的重点工程， 长沙市创建食品安全城

着力于建章立制，建起一条“从田间到

餐桌”全程监管的安全通道。

质量标准的缺失， 是食品安全的

最大缺陷。围绕食品链的种养、加工和

流通环节， 长沙市实行生产环节标准

化， 加工环节标本化、 流通环节标识

化，推出《长沙市食品安全标准目录》、

《长沙市农产品市场准入管理办法》、

《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等若干标

准，食品质量安全从生产到消费，各个

环节有章可循。

产品检测既是发现质量问题的有

效手段， 又是打击非法经营的重要依

据。 长沙市将食品安全纳入各级公共

财政投入保障范畴， 全市新建、 改建

4

个农、 畜牧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每

年投入

3000

万加强硬件建设， 有效解

决了 “检不出、 检不准、 检不了” 的

问题。

一个健康、安全、放心的食品消费

环境，让长沙美名远播。国家卫生部、

质检总局向全国推介长沙建设食品安

全城市的创新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