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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菜职教与餐饮服务
在株洲“对接”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夏文星 杨明） 以 “开放合
作、创新发展，校企对接、做大产业”
为主旨，12月16日，湘菜产业职业教
育与餐饮服务业创新发展对接活动
在位于株洲的省商业技术学院举
行。 2011湘菜产业促进周组委会名
誉主席李贻衡参加活动。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积极引
导和扶持下， 湘菜产业发展势头强
劲，规模以上相关企业已发展到6000
余家， 湘菜在全国8大菜系中的地位
不断上升。省“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
着力打造湘菜产业千亿工程。

这次对接活动由省政府主办，省
机关事务管理局、省湘菜产业促进会
与省商业技术学院共同承办。 参加活
动的同志就湘菜产业发展及进一步
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校企合作
模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一致认
为，要将湘菜烹饪作为交叉学科加以
深入研究，挖掘湘菜内涵，提升湘菜
文化品位，制定湘菜规范标准。 有专
家还提出，现在全省湘菜职业教育学
校只有10所左右，所培养的学生数量
远远赶不上湘菜发展正常需要，要尽
力突破湘菜发展人才瓶颈。

本报记者 李茁 通讯员 刘小春

“省第十次党代会描绘了未来5年
我省发展的宏伟蓝图，也对今后5年的
政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政
法机关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代会精神。 ”近日，省委常委 、
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 全省政法战线要牢固树立
服从大局、 服务大局的意识， 以服务
“四化两型” 和全面小康建设为中心，
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推进法治湖
南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
新和公正廉洁执法 “三项重点工作”，
狠抓工作落实， 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
定、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孙建国指出，全省政法战线要把
服务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充分发挥职
能作用，严厉打击各种危害人民群众
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和破坏市场经济
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大对失信行
为的惩戒力度 ，促进政务诚信 、商务
诚信 、社会诚信 、司法公信建设和市

场经济健康发展。 要根据“四化两型”
和全面小康建设的法律需求，主动提
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加强司法救
助和法律援助 ， 拓展和规范法律服
务， 采取各种便民利民的服务措施，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促进经济、
政治、 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为
加快“四化两型”建设、加快实现全面
小康作出新的贡献。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孙建国强调，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 ，是推动科学发展 、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障和治本之策。
为此，要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
系建设 ，突出抓好流动人口 、特殊人
群 、信息网络 、非公有制组织和社会
组织等的服务管理。 要健全公民权益
保障和利益协调机制，下大力气解决
突出的民生问题，着力解决影响社会
和谐稳定的源头性 、根本性 、基础性
问题。 要畅通民意和诉求表达渠道，
切实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维护群众合
法权益。 要完善公共治理结构，建立
健全公共安全、矛盾化解、公共服务、

法律政策等社会治理基础运行体
系 ，并完善 “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 、
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 ”的社会管理
格局 ，着力构建源头治理 、动态管
理和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
机制。 要加强社会矛盾纠纷排查，
努力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
芽状态 。 要加强社会管理综合治
理 ，加大平安创建力度 ，依法严厉
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并完善反
恐处突和应急救援工作机制。 要坚
持依靠群众 ，实行专群结合 ，全面
提升社会治安防控能力，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要狠抓公正司法，推进‘法治
湖南’建设”。 孙建国指出，法治湖南
建设既是 “四化两型”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又是加快“四化两型”建
设的重要动力和保障。 各级政法机关
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湖南建设纲要》
的各项工作，紧紧抓住影响司法公正、
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和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不满意的问题，继续推进深
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 深入推
进司法规范化建设， 全面推进司法公
开，强化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狠抓执
法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的落实， 不断
增强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坚决维
护好公正廉洁执法这个政法工作的生
命线，为推进我省科学发展、实现社会
和谐稳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提升执法为
民的能力水平。 孙建国表示，这是政
法工作的根本，也是政法机关落实省
第十次党代会精神的组织保证。 要深
入开展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法治
理念教育 ， 引导广大干警全面践行
“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政法核心
价值观，深入推进学习型政法机关建
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
斗争，确保公正廉洁执法。 要切实加
强各级政法领导班子建设，加强政法
机关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确保政法工
作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推进四化两型 加快全面小康
———落实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录

� � �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陈野）治未病、少生病，自我
保健利己利家利国。 记者从日前省
老科协自我保健科普工作总结表彰
会上获悉， 目前我省已建立自我保
健科普网站3484个， 会员超过10万
人， 今年参加自然疗法活动的中老
年人达到136万人次，比去年共节约
医药费5300多万元。 省老科协会长、
国防科大原政委汪浩出席了会议。

据介绍， 目前我省绝大多数县
市都成立了由党政常务副职任组长
的自我保健科普工作领导小组 ，把
自我保健工作纳入政府议事日程，
有的县市还将自我保健科普工作列
入政府工作绩效考核的指标， 并多
次听取老科协汇报， 从多个方面支

持该项工作。 今年全省自我保健科
普活动经费达500多万元，同比增长
两成多。

为了大力推广自我保健核心内
容的自然疗法， 全省老科协系统组
织了2000多位名医、老教授、老寿星
和自然疗法师组成近400个讲师团，
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病、健康热点、保
健盲点和用药误区等问题， 深入全
省基层举办科普讲座2000多场次 ，
参加听课和义诊群众近36万人次 。
同时， 各地老科协多次举办自然疗
法培训班传授自然疗法技术， 受训
者超过10万人次， 并组织多支自然
疗法服务小分队为患者解除痛苦 ，
增强其防病治病能力， 节约了医疗
费用。

省老科协大力普及自我保健知识

130多万中老年人受益自然疗法

� � � �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武深树）今天，我省首家现
代冷链物流市场———湘北农产品冷
链物流中心在岳阳市建成开业 ，标
志着我省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实现
大突破。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出席
开业典礼。

我省农产品资源丰富，但农产品
物流体系不健全， 面临渠道不畅、冷
链脱节、损耗过大等诸多问题。 据统
计，我省的蔬菜、水果、肉类和水产品
在流通过程中，腐损率分别高达20%、
30%、12%和15%， 流通成本增加成为
农产品市场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

湘北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占地
3.2万平方米，是我省首家集农产品
加工、冷藏、批发、配送、检验检测和
电子信息商务于一体的现代冷链物

流市场。 记者在现场看到，1万吨级
冷藏库 、40吨级结冻库都引进了国
际最先进的制冷设备和仓储管理查
询系统， 能最大程度保证农产品新
鲜度，大大降低流通损耗。

据介绍， 该中心的农产品年贮
运吞吐量可达60万吨， 以岳阳为中
心，辐射省内以及湖北的荆州、咸宁
等地，年交易额预计将达10亿元。 目
前， 湘北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已引
进农产品生产、 加工和贸易等知名
厂商100余家， 涵盖肉类、 水产、禽
蛋、果蔬 、熟食 、冷饮等1000多种冷
链食品。 前来洽谈业务的常德批发
商陈先生说，自己做了5年冷冻食品
批发生意， 如今再也不用北上南下
跑武汉、广州了，省内就近进货 ，一
趟成本可省下好几千元。

我省建成首家现代冷链物流市场
农产品年贮运吞吐量可达60万吨， 流通损耗

将大大降低

� � �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陶小爱）
昨天， 宁乡经开区3平方公里范围
内，彩旗猎猎，爆竹声声。 投资82.9
亿元，涉及食品、化工、电力等行业
的30个工业项目同日开工， 省领导
陈叔红、王晓琴参加开工典礼。

宁乡县力推工业强县战略，借
工业之梯大举挺进百强县。 在宁乡
经开区去年晋升为“国家队”后，今
年， 金洲新区又创出国家级环保产
业基地。 宁乡经开区今年工业产值
将达350亿元，同比增幅为56%。

宁乡本土成长壮大的民营企
业———加加集团，连续7年市场占有
率及综合实力在国内酱油行业排名
中保持第二。 此次，该公司又投资6
亿元， 拟建中国最大的调味品生产
基地及国内首家中国茶油文化馆、
中国酱油博览馆。 “中国第一炒”洽
洽食品投资5亿元，在宁乡创建其旗
下的第三大生产基地。 还有青岛啤
酒、格力物流、小洋人乳业集团、湖
南绝味食品均投资宁乡。据悉，这些
项目达产后，可新增产值500亿元。

宁乡：80亿投资30个项目同日开工 � � �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陶小爱）
今天， 长沙市召开全市2011年度绩
效考核述职测评大会， 进行市领导
班子及成员的年度考核述职测评和
市管领导班子绩效考核述职测评 。
这种“双向述职、双向测评 ”的做法
从2007年实施以来， 有效增强了干
部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
监督权。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陈
润儿主持考核大会，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剑飞代表市人民政府领导班子
作了大会述职。

今天的述职测评大会不但有市
领导的评价和同级部门的评价 ，各
民主党派长沙市委负责人、 全体市
属企业负责人都参加评价， 同时硬
性规定参会的基层“两代表一委员”

不少于50人。 绩效考核尤其注重服
务对象的评价， 群众评价的权重由
20%提高到了35%。 到目前为止，今
年调查样本已近2万个，收集到群众
意见4000多条， 市绩效办将意见建
议整理后反馈给相关职能部门和区
县（市），督促整改落实。

5年来， 长沙绩效考核都十分注
重将考核制度、考核程序、考核过程、
考核结果全程公开，今年更是在年初
向社会全面公示工作目标的基础上，
把工作目标完成情况向全体与会人
员提前进行了公示。 做到了年初公示
工作目标、年末公示完成情况、公示
考核结果，从“考卷”到“答卷”到“阅
卷”， 全过程置于干部群众的监督之
下，确保了考核的公平公正公开。

长沙市领导公开“晒考卷”

忠诚履职 不辱使命
促进“四化两型”和全面小康建设

———访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孙建国

� � � �孙建国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 12月18日，施工人员在长沙
市车站北路捞刀河大桥浇筑箱
梁。 该桥全长1500米，其中桥梁
长618米 ，双向6车道 ，工程总投
资为3.44亿元。 该桥于2010年11
月开建，目前，已完成桥墩建设，
进入箱梁浇筑阶段。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杨宗源 摄

长沙拟投资千亿元
打造国际文化名城

至2020年，建设100个左右重大文化建设项目
� � �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陶小爱）
今天， 长沙市市委十二届二次全体
（扩大）会上，正式通过《关于推进国
际文化名城建设的意见 》， 至2020
年 ，将投资1000亿元 ，建设100个左
右重大文化建设项目。 省委常委、长
沙市委书记陈润儿指出， 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今天，长沙建设国际
文化名城正当其时。

长沙国际文化名城建设的重点
任务是：塑造国际化的文化形象。 精
心打造城市文化标识， 精心规划建
设马王堆汉文化园、 定王台楚汉文
化街区、 长沙汉王陵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炭
河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天心阁、花
明楼、 文家市等标志性历史文化景
观群和精品文化旅游区， 申报2至3
个国家5A级景区和世界文化遗产，
规划建设好梅溪湖国际文化交流中
心， 积极开展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交
流活动，策划组织一系列 “汉文化 ”
主题文化活动，在全球打响“中国汉
文化在长沙”的品牌。

建设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厅等
具有国际水准的标志性设施， 把湘
江沿岸建设为国内外闻名的文化走
廊；构建国际化的文化载体。 挖掘坡
子街、太平街、潮宗街、化龙池和贾
谊故居等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中央
文化景观区，以岳麓山、橘子洲 、天
心阁为轴线，精心规划、整建和集中
展示长沙历史文化精粹的城市景观
轴，再现岳麓书院“千年学府”风采，

精心规划建设靖港、乔口 、铜官 、新
康、开慧、沙坪、灰汤、 梨等一批文
化名镇， 彰显长沙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

依托各种文化载体，把屈原、贾
谊、朱熹、谭嗣同和毛泽东、刘少奇、
胡耀邦、雷锋、袁隆平等名人形象推
向世界。 依托岳麓山高标准建设“辛
亥革命人物纪念馆 ”、“抗日战争历
史纪念馆”，依托橘子洲 、湖南第一
师范、清水塘等文化遗存 ，打造 “毛
泽东成长之路”红色文化品牌。 改造
提质雷锋纪念馆，使之成为“世界好
人”的道德圣殿。

借助湖南卫视和长沙广电优势
文化资源， 规划建设国际影视制作
基地和影视主题公园； 构建国际传
媒体系，合力培育至少1个世界知名
的大学或研究机构，1家以上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现代传媒集团； 实施国
际文化人才培养工程。 到2020年，选
拔培育50名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文化
名家和文化领军人物。 吸引国际文
化大家、 国际高端文化人才和国内
文化大师、文化创意家、著名专家学
者来长沙担任文艺顾问、客座教授，
进行访问旅居、 品牌注入、 项目合
作、创作生产等活动 ；建设100个左
右重大基础性、 标志性和战略性文
化项目， 文化总投入达到1000亿元
以上， 全市每年落实10个以上的重
大文化项目建设，各区县 （市 ）每年
落实建设2个以上重大文化项目建
设，并确保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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