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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市 阵雨 24℃～31℃
株洲市 阵雨 24℃～30℃
永州市 阵雨 25℃～31℃

长沙市 今天阴天间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阴天有大雨
南风 ２ 级 25℃～32℃

张家界 多云转雷阵雨 22℃～29℃

吉首市 雷阵雨转中雨 24℃～29℃
常德市 多云转雷阵雨 23℃～29℃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3℃～29℃

怀化市 阴转阵雨 23℃～29℃
娄底市 阵雨 23℃～30℃
邵阳市 阵雨 24℃～30℃

衡阳市 多云转雷阵雨 25℃～32℃
郴州市 多云转阵雨 26℃～33℃
岳阳市 阵雨 23℃～27℃

本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典波 凌阁

雨绵绵，情殷殷。6月7日下午，岳阳
市市长盛荣华率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
中心城区重点“退二进三”企业，听民
意，解民忧。所到之处，盛荣华都殷殷相
嘱：“‘退二进三’、‘退城进园’， 必须实
现政府、企业、居民三方共赢！ ”

盛荣华首先来到湖南韶峰岳阳
建材有限公司督战。该公司是岳阳中
心城区首批“退二进三”重点企业，其
前身为建于1958年的岳阳水泥厂。厂
内厂房、住房、水塔早已老化，灰蒙蒙
一片。 市政府秘书长王小中告诉记
者，2010年， 岳阳启动中心城区重点
排污企业“退二进三”工作，对中心城
区内污染较重、能耗大的工业企业有
重点、分层次、分区域、分时段进行搬
迁、改造或关闭停产，腾出土地，发展
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要求今年基本完
成任务。

踩着泥泞，盛荣华来到已停产的
水泥生产装置前。公司董事长张光庆
汇报道：“生产线已全面关停并拆除。
2011年职代会通过了职工安置方案，

2011年12月完成了破产清算。 ”“职工
生活安置情况怎样？ ”盛荣华对此很
关切，“走，去生活区看看！ ”市经信委
党委书记李鲜利介绍说：“这是老房
子了，是上世纪80年代建的 ，整个老
区有300户左右， 挨着京广线， 要拆
迁。 ”“什么时候安置完？ ”盛荣华问。
李鲜利表示，今年7月份可安置完。盛

荣华展望道：“这片曾经空气混浊的
老工业区，将开发成风景秀美、宜居
宜业的新城区。 ”他托付市国资委副
主任陈琪钢：加紧与省里对接。

16时许，盛荣华走进了几乎与共
和国同龄的际华3517橡胶制品有限
公司。公司董事长张进冒雨相迎。 “市
长这已经是第3次来‘3517’调研了。 ”

张进欣喜地汇报说 ：“公司 ‘退二进
三’进展顺利，我们计划在临港产业
新区投资20亿元， 建设制鞋产业园、
橡塑制品产业园和商贸物流园，打造
中南地区最大的橡胶制品研发和生
产基地。 ”他也连提3个要求：“希望市
政府延长 ‘3517’‘退二进三 ’优惠政
策期限；希望临港产业新区在园区供
地给予优惠政策；关于公司老厂区的
土地开发，请市政府给予支持。 ”

盛荣华边听边记录， 请出部门负
责人当场解难。 市住房和城市建设局
长谈正红提出：“要加速拆迁， 尽早出
让存量土地，解决企业资金困难。 ”临
港产业新区管委会主任李运帷表示：
“我们在工业园区内腾出695亩土地。 ”

“请抓紧做好‘退二’各项工作，公
共设施拆除、搬迁等要加快；要发挥老
军工企业的优势，发挥党组织优势，做
好思想工作， 引导居民和职工服从大
局；解放思想，提前转型，紧跟市场需
求，做好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 ”盛荣
华语重心长对张进说，“第三产业的项
目开发，你们有优势，政府一定给予最
大支持！ ”他转过头要求李运帷：“695
亩土地必须1个月内拿下！ ”

刘克梅

2012年广东省的作文考题是“你
想生活的时代是什么时代？ ”试卷上，
学子们可能会展开想象的翅膀，给出
自己心中理想的答案。 笔者要说，我
想生活在有情、有责、有良心的时代。

在笔者的想象中，周边的食品安
全从业者都能像“油条哥”刘洪安一
样，坚守良心，安全生产。虽然周围不
乏食品安全隐患，作为“草根”的刘洪
安不抱怨，不牢骚，更不是从众参与，
而是通过自己的微不足道的行动、无
怨无悔的坚守，努力成为食品安全良
性发展的积极推动者，给社会、他人
带来更多的安全、服务和幸福。 正如
他所言，“我觉得大家吃的放心，不会
在乎贵这一点点。最主要的是人不能
昧着良心，图眼前小利。 利益要长远
的看”；“不能做对不起别人的事，否
则内心会不安。一些商人为了利益弄
什么黑作坊，缺点道德。”倘若能有更
多人像这位“油条哥”一样，义无反顾
地撑起良心大旗，我们还需要为一日
三餐的安全担忧吗？！

在笔者的想象中， 金钱并不是
生活的全部， 每一个人的精神发展
都能像“小悦悦事件”中的陈贤妹一
样，淳朴坦荡、爱心无边。 面对垂危

的小悦悦，有人视而不见，多一事不
如少一事， 陈贤妹这位来广州讨生
活的拾荒妇，却说“被冤枉我不怕”，
“救人最要紧”。 老家的大山给了她
山一样的淳朴诚实， 她给社会带来
巨大的精神震撼， 剔除了很多振振
有词的“冷漠病菌”，成为市场社会
中一朵光辉灿烂的山菊花， 让人敬
仰，让人叹服。

不论身处何处，每个人都应当坚
守自己肩上的职责，像“最美司机”吴
斌一样，让敬业成为习惯的力量。 生
死关头，吴斌想到的是车上乘客的安
全。是什么力量支撑着这位普通的司
机？ 确切说，是发自内心的坚守责任
的力量。吴斌走了，留下的是爱、责任
以及那种平凡中升华的伟大。

时光无法穿越。无论是“舌尖上
的中国”，抑或“笔尖上的中国”，奔向
未来的中国，到底将是一个怎样的时
代， 这不仅仅是一道高考作文题，也
是一道整个社会必须作出选择的考
题。 考题的答案，每一个人都是其中
的变量参数，你如何，时代就将如何；
你有光，中国必然霞光万丈！

如果每一个人都能成为真善美
的坚守者，职业责任的自觉守护者，
无声无息的道德高尚者， 我们所处
的这个社会和时代就会越来越美！

� �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天，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监督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召
开汇报会。 省委常委、省纪委
书记黄建国强调，对整改效果
不明显的， 要督促重新整改；
对久拖不改 ，甚至虚报 、谎报
整改情况的， 要严肃批评；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人
员的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

5月底至6月初，省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工作领
导小组派出5个检查组，对全省
各市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和水利改
革发展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共发现问题200多个。

听取各检查组汇报后，黄
建国指出，要对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进行逐个梳理，下发整改
通知书，督促有关地方和部门

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明确整
改责任，加快整改进度。 要严
格执行纪律，加强对违纪违法
案件的查办和处理力度。

黄建国强调，开展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监督检查，是
一项紧迫工作，也是一项长期
任务，要将集中检查和经常性
检查结合起来，将总结经验和
创新方法结合起来，将解决当
前问题和长远问题结合起来，
确保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
政策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有关派
驻机构要充分发挥组织协调、
监督检查作用；各监督检查主
体既要各司其职，又要密切配
合 ，努力形成运转协调 、衔接
紧密 、优势互补 、相互促进的
良好工作格局，为加快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提供有力保障。

� � �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陶海音）6
月7日至8日，常务副省长于来山率省
直有关单位负责人，深入永州考察调
研。 他强调，永州要以建设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为契机，按照科学发
展观的要求 ，狠抓项目建设 ，加强生
态保护 ，重视民生改善 ，推动永州新
发展新变化。

于来山一行先后深入到祁阳县
白水镇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祁阳经济
开发区、永州市昱恒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永州市异蛇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周家大院 、永州生态新城 、恒惠农超
对接连锁店、香零山基地绿色蔬菜直
销店、达福鑫冷水滩电子信息产业园
等地，详细考察了解产业项目情况。

在白水镇 ， 看到连片种植的花
生、大豆等农作物长势良好时 ，于来
山连连点头表示肯定：“农作物每亩
纯收入能达2000元，这是很了不起的
成绩，这种集中连片规模化经营的生
产模式， 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发展方
向，应总结经验，大力推广。 ”

在恒惠“农超对接”连锁店、香零
山基地绿色蔬菜直销店，于来山详细
询问蔬菜、大米、土猪肉的价格，并与
市民亲切攀谈，在了解到直销店的农
产品比一般市场价格低20%， 而且蔬
菜都是无公害时， 于来山十分高兴，

他指出，“农超对接”关键是要减少从
“菜园子”到“菜篮子”的中间环节，降
低经营成本，保证货真价实 、物美价
廉， 让市民和菜农两头都得实惠，政
府要把 “农超对接 ”作为为民办实事
的重点工程，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积
极探索出“农超对接”的“永州模式”。

在听取永州市工作汇报后，于来
山强调 ，要高度重视项目建设 ，一个
地方发展和变化最终落实在项目上，
永州要以承接产业转移为契机，大力
抓好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 、社会事业
等重大项目建设，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抓落实，以项目建设推动经济社会加
快发展。 要高度重视民生改善，着力
抓好物价稳定、扩大就业 、社会保障
等方面工作，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赢
得民心。 要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生态
保护是事关国计民生和子孙后代的
大事， 要牢固树立强烈的环保意识，
把环保摆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
位置， 用铁的手腕来治理环保问题。
要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和开发 ， 集约
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 给子孙后代留
下发展空间 。 要高度重视干部队伍
建设 ， 项目建设关键在人 ， 要以实
绩论英雄 ， 以干事创业用干部 ， 着
力建设一支廉洁高效 、 公道正派的
干部队伍。� � �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谭克扬

通讯员 曾令军）今天，湖湘文
化与湖南精神论坛在长沙举
行。 来自全省社科与文化界的
2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深入
研究 ，广泛交流 ，促进湖湘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等议题，开
展演讲和研讨。 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就办好
这次论坛作了重要指示。 省人
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湖湘文
化交流协会第一会长唐之享
出席论坛开幕式并讲话。

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认
为， 全省社科与文化战线特别
是省湖湘文化交流协会， 一定
要深入挖掘、整理、研究湖湘文
化的丰富内涵， 为建设文化强
省创造有利的文化条件作贡
献；要积极支持、参与湖湘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工作，为
打造湖南文化高地、 传承更多
文化优质资源作贡献； 要努力
拓展湖湘文化对外交流的广度
和深度，为树立湖南新形象、扩
大我省的国际影响力作贡献。

唐之享指出， 推进湖湘文
化大发展大繁荣， 要注重创新
思路，要坚持发挥文化资源、品
牌、人才等优势，打造湖南文化
高地，彰显湖湘文化特色，培育
和扶持更多文化精英， 不断增
强湖南文化实力和发展后劲。

论坛上，省湖湘文化交流
协会会长邹志强和有关学者
专家 ，分别以 “从文源文脉文
气看湖湘文化”、“湖南精神与
生态文明建设”、“对湖湘文化
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等为
主题，发表精彩演讲。

� � �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肖彬）今天上午，省委组织部机关举行“什
么是组工干部的党性”主题演讲会。 省委常
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朗在会上指出，全
省组工干部要进一步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
锻炼， 以更加坚定的立场、 更加负责的态
度、更加务实的作风，做好各项组织工作。

会上 ，20位组工干部结合学习思考 ，
立足岗位实际，联系身边典型 ，畅谈了对
组工干部讲党性的认识和体会，集中展示
了省委组织部机关前期党性学习讨论的
成果。

郭开朗指出 ， 加强党性修养永无止
境。 要以加强学习坚定党性。 加强对最新
的组织工作理论、党的建设成果和科技发
展成果的学习，用理论成果和现代化手段
为组织工作服务 。 要以公道正派体现党

性。 把公道正派作为立身之本、履职之要、
正气之源，坚持德才兼备 、以德为先的用
人标准，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
为省委选准用好人当好参谋助手。 要以务
实作风锤炼党性。 强化大局意识和服务意
识， 增强对组织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勇于担当、热情负责，树立好组工干部的
良好形象。 要以奉献精神升华党性。 要甘
为人梯，把为党和人民培育干部作为事业
来追求，乐于发现人才，善于推荐人才，有
为干部成长作奉献的精神，正确地对待自
身利益， 带头执行交流轮岗和回避等制
度。 要以廉洁操守检验党性。 时刻绷紧清
正廉洁这根弦，严于律己，谨慎交友，秉公
用权，时时、事事、处处以一名组工干部的
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老同志罗海藩参加会议。

� � �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生
猪定点屠宰资格审核清理工作初见成
效，今年以来，我省对140家生猪定点
屠宰厂（场）进行全面审核，其中不符
合条件责令限期整改的有65家， 经审
核认为不具备整改条件取消定点资格
的7家。 全国进一步做好生猪定点屠宰
资格审核清理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今天
举行，省商务厅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根据国家9部门的相关部署 ，今
年来，我省已对2008年8月1日前设立
的140家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全部进
行自查 ， 并提
交申请书和自
查表。 目前，市
州级审核办已
收到县级审核

办上报的98家定点屠宰厂 （场 ）的审
核清理材料，并已对其中的88家进行
了现场联合审核，其中不符合条件责
令限期整改65家，责令限期整改的企
业都在积极整改；对不具备整改条件
的7家，取消其定点资格。

据介绍，我省下阶段将推进审核
清理与配送结合，既取消不符合标准
和条件的企业定点屠宰资格，又保证
放心肉的供应；同时进一步做好省级
对市州审核清理的复核工作，确保审
核清理取得实际效果。

� � � �本报6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李宁 通讯员 熊耘卉 罗当）6月
9日是我国第七个 “文化遗产
日”。 今天上午，省侨联和省文
物局在长沙举行授牌仪式，公
布我省首批涉侨文化遗产并
授牌，共有8处文化遗产入选。

这8处涉侨文化遗产是 ：
黄兴故居 、墓 （故居 ：长沙县 ；
墓： 长沙市岳麓区）； 蔡锷故
居 、公馆 、墓 （故居 ：邵阳市大
祥区 ；公馆 ：洞口县 ；墓 ：长沙
市岳麓区）；唐群英故居（衡山
县）； 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
（芷江侗族自治县）；白果园程
潜公馆（长沙市芙蓉区）；田汉
故居 （长沙县 ）；何凤山墓 （益
阳市赫山区）；谢冰莹故居（冷
水江市）。

涉侨文物的提出， 开辟了

文物分类一个新的门类。 2008
年， 省侨联在全国侨联系统率
先开展了涉侨文物保护与利用
的调研工作。从2009年起，又连
续3年将涉侨文物保护与利用
作为参政议政调研课题， 联合
省、 市文物部门及相关单位开
展调研， 并在全国政协及省政
协会议上递交了相关提案。

省侨联和省文物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此次授牌 ，旨在
推动华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
利用 ，凝聚侨界精神 ，搭建联
系海外华侨华人的文化纽带。
省侨联系统与文物部门将以
此为契机，共同抓好全省涉侨
文物遗产普查 、宣传 、保护与
修缮工作，扩大涉侨文化遗产
影响，构建涉侨文物立体网络
保护、展示、利用系统。

■重点工程现场办公记⑦

“退二进三”必须实现三方共赢
———岳阳市市长盛荣华现场督战“退二进三”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不仅仅是一道高考作文题
� � � �奔向未来的中国，到底将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这不止是一道高考作文题，
也是一道整个社会必须作出选择的考题。

于来山在永州调研时要求

以项目建设推动新发展新变化

7家生猪屠宰厂被取消定点资格
另有65家正在积极整改

� � � � 6月7日，岳阳市市长盛荣华（右一）在湖南韶峰岳阳建材有限公司现
场调研。 徐亚平 徐典波 摄影报道

加强党性修养永无止境
省委组织部机关举行主题演讲会

� � � � 6月8日 ，市
民在 学 习 防 空
洞内 的 急 救 知
识。 当天，“2012
湖南人 民 防 空
宣传 教 育 进 社
区年”启动仪式
暨 “小巷总理 ”
看人 防 活 动 在
长沙市 芙 蓉 区
东湖社区启动。

本报记者
徐行 周小雷

摄影报道

加强转方式监督检查
黄建国要求，督促整改，对造成严重

后果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促进湖湘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湖湘文化与湖南精神论坛
在长举行

首批涉侨文化遗产授牌
8处文化遗产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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