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国斌）
今天下午，湖南省属国有文化资源整
合重组交接仪式在长沙举行，潇湘晨
报社和长株潭报社由湖南出版投资
控股集团整体划转至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由省
教育厅整体划转至湖南出版投资控
股集团。这标志着湖南省属国有文化
资源整合重组取得重大进展。省委常
委、省委宣传部部长、省文化体制改
革专项小组组长许又声出席交接仪
式。

根据省委、省政府《深化省管国
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案》精

神，按照合并同类项的原则，通过推
进省属国有文化资源向优势企业整
合，着力打造几家国有或国有控股骨
干文化企业。原由湖南出版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管理的潇湘晨报社和
长株潭报社划归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有限公司管理，原由省教育厅管理的
湖南教育音像电子出版社划归湖南
出版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国有文化
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杨金鸢
表示， 此次三家文化单位的划转，不
是简单的资产划拨，而是为了进一步
优化文化资源配置和文化产业结构，
推动媒体融合转型创新发展，最大化
地释放国有文化资源的活力。通过资
源整合，激发化学反应，进一步发挥
两大集团在各自领域的品牌、 资本、

人才、管理、市场、技术优势，实现规
模壮大与效益提升同步推进，推动湖
南“文化航母”和“媒体旗舰”更好更
快发展。

省委改革办、省委宣传部、省教
育厅、省财政厅、省国土资源厅、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湖南日报社（报业集
团）、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相关
单位负责人参加了交接仪式。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杨耀松）今天，在长沙县春华镇金鼎山村一片开
阔的土地上， 袁隆平院士宣布国家杂交水稻综
合试验基地开工。

这项总占地473.58亩的湖南省重点建设工
程建成后，将是全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杂
交水稻科研试验基地，计划明年正式投入使用。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本部试验基地，始
建于1984年，因城市化建设需要，原有近400亩
试验田仅剩79亩。2012年， 根据袁隆平院士的
提议， 省政府启动国家杂交水稻综合试验基地
异地搬迁工作，要求按照“国际一流、国内第一”

的建设目标进行实施。
该试验基地承担着杂交水稻种质资源创

新、杂交水稻亲本及组合选育、超级杂交水稻技
术研究、 杂交水稻科技成果展示与培训等多项
功能，是开展杂交水稻研发工作的核心平台。其
中，高标准试验示范区用地415.54亩，科研配套
设施用地58.04亩。

在基地开工现场， 袁隆平院士说到正在冲
击每公顷16吨目标的“超优千号”时透露：全国
布下的38个百亩示范片中， 估计一半的百亩示
范片平均亩产可达1000公斤，其中有2到3个百
亩片可达每公顷16吨目标。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十一届省政协在长沙召
开第39次主席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主持会
议并讲话，副主席刘晓、王晓琴、杨
维刚、葛洪元，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俞正
声、孙春兰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
议上的讲话》精神，审议了十一届省
政协第十二次常委会议议程（草
案）、日程（草案）、分组名单（草案），
十一届省政协第十二次常委会议
大会发言安排（草案），政协湖南省
委员会关于“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构
筑‘多点支撑’格局、打造湖南发展

升级版”的调研报告（草案），政协湖
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快
培育新兴产业、构筑‘多点支撑’格
局、打造湖南发展升级版”向中共湖
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的建议案（草
案），《〈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关于政
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
定（试行）〉实施办法》（草案）等文
件。会议还研究并审议了其他有关
事项。

武吉海指出，《习近平、俞正声、
孙春兰同志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对开展人民政协和统一
战线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下转4版③）

祁阳作风建设优化发展环境
300多个股室长参加满意度民主测评，2名局长、5名股室长被免职

不砍树，不卖林场，不砸饭碗；“山上一张床，城里一套房”

隆回国有林场改出一片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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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杂交水稻综合试验基地开工

各市州 、县市区委 ，各市州 、县市区
人民政府，省直机关各单位：

《关于推行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
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 已经省委、
省人民政府同意， 现印发给你们，请

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年6月8日
（下转4版④）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推行各级政府工作部门
权力清单制度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向国生）
今天，张家界市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

任命王志刚为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代理
市长。同时，会议接受了许显辉辞去张
家界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请求。

王志刚任张家界市人民政府代市长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上午，“东方之星”客轮翻沉事件
应急救援及善后工作汇报会在岳阳
市召开， 国务院副秘书长肖亚庆出
席会议并发言， 会议由副省长戴道
晋主持。

上午， 肖亚庆在戴道晋的陪同
下，前往华容县东山镇、岳阳市江南
码头等搜救点考察调研。 考察调研
中，肖亚庆对我省在此次客轮翻沉事
件中快速有力的应急救援能力和及

时妥当的善后安抚工作给予了高度
肯定。

汇报会上，肖亚庆表示，此次客
轮翻沉事件，事发突然，救援工作难
度很大，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应对，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的部署，全员调度，举全省之力做好
救援及善后安抚工作，充分体现了党
心、民心一条心的团结精神，也很好
地诠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互
帮互助之情。 （下转4版①）

应急救援快速有力
善后安抚及时妥当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在长沙
会见了以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
央书记、议会下院议员阿赫梅特别科
夫为团长的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
干部考察团一行。

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干部考
察团此行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
邀请来访，在湘期间将考察我省经济
社会发展和基层党建情况。

孙金龙对客人的到访表示欢
迎， 并简要介绍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他说，中哈两国山水相连，传
统友谊源远流长， 随着中哈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不断推进， 湖南与哈
萨克斯坦的交流交往也在深入开
展。当前，湖南正积极融入中央提出
的“一带一路”战略，与哈萨克斯坦
在众多领域具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希望以考察团此次访问为契机，双
方进一步加强高层互访， 推动友好
往来， 深化经贸合作， 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阿赫梅特别科夫说，此次访问真
切感受到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
成就和湖南人民的热情友好，希望双
方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谱写中哈友
谊新篇章。

孙金龙会见哈萨克斯坦
共产人民党干部考察团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谢胜虎 刘燕龙） 我省防汛抗
灾进入关键时期。今天上午，省委副书
记孙金龙就当前防汛抗灾作出批示，
要求各地各部门一定要按照省防指部
署，不松劲、不懈怠，科学调度，强化责

任，落实措施，坚决夺取今年防汛抗灾
全面胜利。今天下午，省防指召开全省
防汛抗灾工作视频会， 紧急动员各级
各部门迅速进入实战状态， 坚决打好
当前防汛抗灾这场硬仗， 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 （下转3版）

防汛抗灾进入关键期
孙金龙要求强化责任落实措施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通讯员
蒋素珍 记者 刘文韬） 今天下午，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4次主任
会议。会议研究了省十二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七次会议议程草案。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主
持会议，副主任徐明华、蒋作斌、陈君
文，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议程，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将听取
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湖南省2015
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执行情况的报告、湖南省2014年省级

决算草案和2015年上半年预算执行
情况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14年省级
决算、关于2014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
和审议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
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和《湖南省职业教育条例》贯彻实
施情况的报告，省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指出问
题的整改情况和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结果的报告；

（下转4版②）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
第64次主任会议

省属国有文化资源整合重组取得重大进展
潇湘晨报社、长株潭报社正式划转至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省政协召开第39次主席会议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刘跃兵
通讯员 李志钢 李军

“以前，换发排污许可证要执法中
队长、污防股长、分管副局长、局长签
字，现在，污防股长审核，分管副局长
签字或补签即可。”近日，祁阳县鸿达
园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蒋新平来到县
环保局换排污许可证，当即就办好了。

这个变化，源于该县去年以来掀
起的作风建设风暴———为打通执行
中被卡在机关单位股（室）的“中梗
阻”，祁阳县开全省先河，对158个有
审批审核权限的县直机关股（室）长
进行满意度民主测评。 对排名后5位
的股室负责人，免职并调离。对有两
名股（室）长排名后5位的县环保局、
县国土资源局一把手，给予免职并调

离原单位处理。

新面貌：压力转变成动力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任， 压力山
大。”采访中，该县环保局局长甘小玲
坦言。她推行上班签到，一大早守在签
到处，8时过几分签到的只有几个人，
到9时签到的才20几人。第二天，签到

的上升到40多人。接着，甘小玲与班子
成员一道迅速疏理“中梗阻”：实行人
脸识别考勤，简化办事程序，对每一项
办事环节逐项考核，兑现奖罚。

该县国土局新的领导班子到任，
立即在“精简办事程序、精简办事资
料、缩短办事时间”上下功夫，一般事
项由原来的45个工作日压缩至10个
工作日办结。 （下转5版）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罗佳成 杨贵新） 隆回
县望云山国有林场8亩田工区危旧房
改造日前完成主体工程建设。这是隆
回国有林场改革带来的“红利”之一。

隆回有白马山、 望云山等5个国
有林场， 共有干部职工611人， 林地
11.5万亩。改革前，林场主要靠砍树
卖树过日子，各种矛盾日益突出。

县委、县政府近年来强力推进林
场改革。县委书记赵湘明介绍，他们
在改革中坚持“三不”原则，即不砍
树，保持良好生态环境；不卖林场，保
持国有林场的完整性； 不砸饭碗，保
障职工民生民利。县里将国有林场定
性为公益性事业单位，主要承担森林
培育和保护任务，是全县生态建设主
阵地。将国有林场事业经费纳入县财

政预算，2013年县本级财政安排400
万元，2014年增加到630万元，今年为
700万元。同时，按照“科学设岗、因岗
选人、以事养人、尊重自愿、保障民
生”的原则，多渠道解决林场职工就
业，确保职工收入增加。

隆回县在全省率先完成国有林
场改革， 林场在岗职工年人均收入
增加了8000余元， 自谋职业职工年

人均增收3600元， 退休职工年人均
增收2500元。在县城统一规划，建房
566套，让林场职工实现了“山上一
张床，城里一套房”的梦想。近年来，
5个国有林场人工造林6.8万亩，绿
化林区公路15公里， 国有林场由生
态最脆弱的地方变成了生态最好的
地方。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
在长沙会见了非洲36个国家的驻华
大使或使馆官员。

非洲国家驻华使节团此行来湘，
出席非洲国家驻华使节与湖南企业
交流会，并赴三一重工、隆平高科等
湖南优势企业实地考察。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非
洲各国驻华使节来湘访问。 他说，湖
南是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家
乡，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湖南
在发挥传统优势的基础上，已形成了
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 杂交水稻、工
程机械、新型住宅等产业走在中国前
列，并与非洲各国有着很强的产业互
补性。中非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毛主
席家乡人民更加珍视与非洲各国人
民的传统友谊。在中国实施“一带一
路”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期待以此
次“非洲国家驻华使节湖南行”活动
的成功举办为契机，加快建立健全湖

南与非洲各国常态化合作机制，不断
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
开发、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对接合作，
推动优势湘企加快“走出去”，促进一
批高质量、高水平、大规模项目在非
落户，把湖南与非洲人民的友谊不断
延续发展下去。

非洲驻华使节团团长、乌干达驻
华大使查尔斯·玛迪波·瓦基杜索说，
来到毛主席的故乡， 心情十分激动。
当年毛主席对非洲人民的深厚感情
和无私帮助，我们始终铭记在心。非洲
各国与湖南在农业、工程机械、有色冶
炼等诸多领域的交流合作具有巨大机
遇和空间。 非洲驻华使节团热忱欢迎
并将致力推动更多湖南优势企业来非
洲投资兴业，实现互利共赢。

会见后，省商务厅与中非发展基
金、中地海外集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省领导何报翔、袁隆平，省政府
秘书长向力力参加会见和签约仪式。

杜家毫会见
非洲36国驻华使节

6月12日晚，凤凰
《边城》大型实景剧演
出现场， 来自湖南工
程学院设计艺术学院
的教师王彬， 凭借组
照《边城印象系列》获
得“2015《边城》·凤凰
全球摄影擂台赛 ”钻
石收藏奖， 获得奖金
100万元。该赛自4月1
日举办以来， 吸引了
众 多 摄 影 人 士 的 参
与。 参赛者主要围绕
由沈从文原著改编的
大型实景演出《边城》
进行摄影创作。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