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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裕后”重生

“光伏战”没有赢家

“沙眼”虽小，可能致盲

朱飞艳

“如果大家都只唱赞歌，你好
我好大家好，谁来解决发展中的实
际问题？ 谁来破解发展瓶颈制约？
谁来真正对未来、对老百姓负责？”

6月4日上午，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强调，要紧紧
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着眼解决
问题开展督查。

有文学家说，《红楼梦》中的诗
好像水草， 只有放在水中才好看。
督查工作只有放到问题的大河中，
才能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价值。

问题意识就是责任意识。对问
题视而不见， 遇到问题绕着走，或

者看不到潜在的问题，举起套话空
话的牌子，就会导致问题的雪球越
滚越大。

强调问题意识，最终是为了解
决问题。 科学地分析问题，深思熟
虑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需要克
服“本领恐慌”，不断学习、创新手
段，提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本
领。

常言道：千招万招，不落实就
是虚招；千条万条，不落实就是白
条。现在好思路、好政策不少，有时
却“沙滩流水不到头”，缺的就是一
抓到底的执行。 “转作风、解难题、
抓关键、见实效”专项活动，要解决
的就是这个问题。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曾欢欢
戚家坦 记者 何国庆）优秀讲师可以
当博导不再是梦想。 今天，湖南大学
宣布， 为进一步拓宽博导申请权限，
从今年秋季起，优秀讲师也可以申请
担任博士生导师。这是该校取消导师
终身制，实行导师岗位动态管理的又
一新举措。

2011年，湖南大学出台政策，规定
从当年开始，不再进行新增博士、硕士
生指导教师遴选工作，只从年龄、科研
水平、科研项目、科研经费和培养质量
等方面对导师招生资格进行认定。 取

得招生资格方可招收博士生， 未取得
招生资格的将不允许招生， 达到招生
条件的可不受职称限制。 从此，“博导”
不再是“教授”的专属。 博导岗位动态
管理机制建立两年来， 先后有25位年
轻副教授成为了博导， 其中年龄最小
的只有28岁。同时，有34名曾担任博导
的教授没有通过博导招生资格审查，
不再获准招收博士生。

去年起，学校还将退出导师的权
利交到学生手上。学校在研究生信息
管理系统中，建立学生对导师指导情
况的评价模块。 （下转6版②）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刘凌 通
讯员 黄家声 杨志前）今天，浏阳市
委、市政府在长沙主办2013“美丽浏
阳”重大招商项目发布会，发布重大
招商项目68个， 投资总额达908亿
元， 现场签约项目54个， 协议引资
212.83亿元。

长沙市副市长、浏阳市委书记曹
立军向国内外众多知名企业和投资
商,推介了浏阳实施开放带动战略的
情况。近年来，浏阳在交通融城、产业
繁荣、园镇建设、人才选用、机制创
新、 作风转变6个方面发力突破，“美
丽浏阳、幸福家园”的品牌日益响亮。
2012年， 浏阳县域经济综合实力居
全省第2位， 基本竞争力跻身全国百
强县第60位。 目前，浏阳在长沙“六

个走在前列”大竞赛活动中，正朝着
“挺进三十强、再创新辉煌”的目标奋
力前行。

从今天开始， 浏阳将在香港、深
圳等地举办“美丽浏阳”系列招商活
动， 发布的68个重大招商项目主要
集中在“六大园区”、“五个小城镇”、
“四大片区”。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看
到，在园区项目里，浏阳经开区的手
机生产项目、浏阳制造产业基地的工
程机械整机企业项目、浏阳两型产业
园的健康食品产业园项目等受到投
资商的热捧；在片区项目里，长兴湖
城市新区、万丰湖片区等项目得到投
资商的青睐，在小城镇项目里，永安
镇、大瑶镇等特色城镇项目，被投资
商普遍看好。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唐爱平） 今天是第42个世界环境
日。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
会，邀请省环保厅副厅长、新闻发
言人谢立就我省环境情况发布新
闻。

谢立介绍，2012年全省环境
质量状况总体保持平稳，局部有所
改善，环境安全得到保障。 尤其是
在全省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同时，
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继续下
降，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均完成国家下达的减排
任务。

2012年全省水环境质量总体
较上年略有改善，但部分流经工业
区和城区的河段水质较差。 14个
市州政府所在地的31个饮用水水
源地水质达标率为81.6%。 全省98
个主要江河省控监测断面中，Ⅰ-
Ⅲ水质断面91个， Ⅴ类劣Ⅴ类水
质断面各2个。 湘江流域水质总体

为良，资江、沅水、澧水流域水质总
体为优。 洞庭湖所设的11个省控
监测断面中，Ⅲ类水质断面4个，Ⅳ
类水质断面7个， 影响洞庭湖水质
达标的污染物为总磷。

大气环境质量方面，全省城市
空气质量总体保持良好，环境空气
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影响大
气质量的主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
粒物和二氧化硫。

自然生态良好。目前，全省已建
立自然保护区108个，其中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18个、 省级自然保护区33
个、县市级自然保护区57个。全省森
林覆盖率57.34%， 比上年提高0.21
个百分点。 全省湿地面积393.07万
公顷，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8.59%。全
省生物多样性调查结果显示， 全省
动植物种类共有6254种， 其中湖南
境内的中国特有物种数量为2989
种。 （下转6版①）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唐爱平）今天，省环保厅首次发布
我省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结果。
去年参评的1483家企业中，28家
企业被评为环境诚信企业，另有长
沙阳河有色金属有限公司、长沙玉
潭纸业有限公司等46家企业被评
为环境不良企业。

记者查看名单，46家环境不良
企业中，造纸、有色、化工企业占了
大部分，但食品企业也有5家，分别
是湖南道县食品公司、 湖南插旗菜
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口味王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湖南满师傅食品有限
公司、常德市玉洁食品有限公司。

据省环保厅副厅长谢立介绍，

企业环境行为信用评价结果将告
知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支行等部门，作
为开展企业整体信用评级、招投标
资格认定、绿色信贷、上市核查、再
融资申请核定等工作的参考依据。

对环境诚信企业，环保部门将
优先安排环保专项资金补助、清洁
生产示范项目、 循环经济试点等；
对环境风险企业， 将加强日常监
管、责令限期整改；对环境不良企
业，将实施挂牌督办、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 暂停审批新改扩建项目，
其上市或再融资环保核查申请将
不予受理， 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
将报请当地政府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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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夏似飞）今
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专程来到韶山考察调研毛泽东同志
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和纪念设
施建设情况，研究解决相关重大问题。
他要求进一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
要求和省委具体部署上来， 怀着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和对毛主席的深厚感
情， 精心组织好纪念活动和纪念设施
建设，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凝聚人心，振
奋精神，加快湖南科学发展。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省委常委、省
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 副省长李友志
参加考察调研。

徐守盛一行首先来到毛泽东广
场，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随后
考察了东山书院旧址维修改造及“毛

泽东与东山学校”陈列布展情况，韶山
润泽东方文化产业建设项目， 毛泽东
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二楼陈列布展调
整、 生平展区提质改造和毛泽东图书
馆数字化系统建设情况， 并全面听取
了纪念活动筹备和纪念设施建设情况
汇报。

徐守盛充分肯定各项活动筹备工
作和纪念设施建设扎实有序推进取得
的成效， 要求根据原定计划， 精心组
织、狠抓落实，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
项任务。 要明确责任分工和时间期限，
确保各项工作逐项落实，有序推进；要
严格按程序办事，按规范操作，认真遵
守中央和省委的各项规定； 要坚持勤
俭廉洁原则， 把每一项纪念活动和纪
念设施建设都打造成阳光工程、 廉洁

工程和民心工程。
徐守盛指出， 举办毛泽东同志诞

辰120周年纪念活动，政治性、政策性、
理论性、现实性都很强，党中央对此高
度重视，提出了明确要求，全国人民也
十分关注。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是全
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主
要纪念地之一。 我们一定要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 按照省委
的具体部署， 怀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
情，把握正确导向，注重舆论引导，加
强统筹协调，谋划好、组织好我省各项
纪念活动和纪念设施建设。 要把举办
纪念活动与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
中国梦宣传教育有机结合起来， 深刻
缅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丰功伟绩， 倍加珍

惜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 要
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与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的发展创新关系， 科学阐释改革开放
前后“两个30年”的辩证统一关系。

徐守盛强调， 要以纪念毛泽东同
志诞辰1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凝聚人
心、振奋精神，激励我们进一步增强理
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全面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更好地为实
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要引导全省
上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
处流，充分发扬“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气概，奋力实现
湖南的小康梦、两型梦、崛起梦，不断
书写“芙蓉国里尽朝晖”的壮丽图景。

徐守盛在韶山专题考察调研时要求

精心组织毛主席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
进一步凝聚人心振奋精神加快发展

孙金龙参加考察调研

6月4日， 小学生在爱心义卖场上选购玩具。 当天， 长沙市天心区坡子街
社区和铜铺街小学， 开展 “快乐小当家、 相约环保梦” 绿色环保进家庭进社
区主题活动， 宣传垃圾分类回收、 闲置物品循环利用， 倡导低碳生活， 爱护
环境。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优秀讲师可当博导
两年来，湖南大学有25位副教授成为

博导，其中最年轻的只有28岁

浏阳推出900亿元招商大单

环境质量总体平稳
湘江流域水质总体为良，资江、沅水、澧水流域

水质总体为优
全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均达到国家二级标准

46家企业被评为环境不良企业
其上市与再融资不予受理

解决问题是督查之魂
三湘 快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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