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刘则）今天上午，湖南省文
化厅、省文物局在耒阳市举办全省文物
保护成果全民共享现场经验交流会，总
结10年来全省文物事业发展的成果。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

此次交流会是湖南迎接第十个“文
化遗产日” 的主题活动之一。 据介绍，
10年来，在大遗址、重要历史名人故居
和重大革命历史事件遗址的保护利用

上，文物部门实践探索出“文化遗产保
护园区”建设新理念，走出了“文物本体
保护好、内涵挖掘展示好、周边环境整
治好、功能设施完善好、当地民生改善
好”的新路子。在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上， 把文化遗产保护与新农村建设、农
村文化建设、旅游发展、改善民生相结
合，并在全国开创了省、市、县、乡、村
“五级会商”保护传统村落的模式，各级
相互配合，形成保护合力。

责任编辑 易博文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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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罗文正）6月11日，省教育厅在衡阳师范学院召开

“湖南省2015年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农村初中教师
公费定向招生、培养工作研讨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该培养计划是我省首次实施，衡阳师范学院
为该计划唯一培养学校 , 将面向全省计划招收
900名初中应届毕业生。

为适应我省农村教育发展和农村教师队
伍建设需要，我省今年将实施农村初中、小学、
幼儿园、特殊教育、中职教育等教师公费定向
培养计划。初中起点本科层次农村初中教师培
养计划将按照“自愿报名、择优录取、公费定向
培养、定期服务”的原则，为我省县以下农村中
学培养本科层次初中教师。其招生计划分为普

通招生、定向到乡镇任教招生、定向到民族乡
招生等三类，即初中毕业生通过考试后直接被
招收到衡阳师范学院，进行为期6年的学习、培
养。毕业后由当地根据签订的公费定向培养协
议，落实其任教岗位和编制，回到所定向的农
村初中或民族乡初中任教，服务期限不得少于
8年。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孙敏坚 曹辉）6
月10日至11日，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郭开
朗赴湘潭调研，并指导市委常委会“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第一次集中学习研讨。

10日下午，郭开朗一行先后来到湘潭综合保
税区、经开区泰富重工、中国（中部）岳塘国际商
贸城建设项目、岳塘区荷塘乡竹埠村等，实地调
研企业和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11日， 郭开朗与市委常委会成员一起，进
行了学习研讨。市委班子成员围绕“严以修身，
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把牢思想和行
动‘总开关’”主题，结合思想、工作、生活和作
风实际，深入交流了对“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

认识。
郭开朗在点评时说，坚定的理想信念是共

产党人的精神支柱， 第一位就是对党绝对忠
诚。党员领导干部要始终把牢理想信念的总开
关，带头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要坚持以
上率下，切实触及灵魂，形成思想行动自觉；突

出问题导向，做到精准发力；坚持严的标准，力
求实的效果；注重承上启下，致力形成“严实”
常态。要把专题教育与做好当前改革发展稳定
各项工作、 帮助企业和基层解决发展难题、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以经济社会发展
成果检验专题教育成效。

定向培养本科层次初中教师
我省首次实施，学制6年,今秋计划招生900人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熙）“要学习借鉴台湾发展观
光农业的经验， 把茶园做成艺术品，并
把‘互联网+’理念融入进去，二维码一
扫，茶叶生产加工制作的履历信息一目
了然。”今天下午，省委常委、省委统战
部部长李微微来到长沙县部分非公有
制茶业企业，就非公企业参与现代农业
建设情况开展调研。

金井镇素有茶叶之乡的美誉。李微
微先后考察了金井茶业有限公司惠农
村茶叶基地、湘丰茶业集团飞跃有机茶
基地， 并参观了湘丰茶叶机械制造车
间。当地把茶园与旅游业结合，不断发
展乡村休闲农业、观光农业，游客不仅
可以品茶，还可以骑着自行车沿线路到

茶园观景，但见茶在山中，山在景中。
李微微强调， 茶叶是富民产业，

也是湖南的优势产业。 产业整合中，
要支持培育龙头企业，使其做得更大
更强更优 ， 带动城乡和产业的一体
化。要进一步改进理念、提升规划，在
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中，学习借
鉴台湾发展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建设
的经验，把每一个小景都当作一件艺
术品来做，并利用“互联网+”理念，创
新追根溯源的方法和机制，严格保障
茶产品质量安全。 要做好融合的工
作，进一步整合发展的资源，做好宣
传上的包装策划，推动更多实惠的政
策落地，建设精品的茶乡小镇，打造
成湖南的一张“新名片”。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邓高红）今天下午，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谢勇在长沙会见了美国马萨诸
塞州大学教授戴维德·麦茨一行。

戴维德·麦茨一行4人是应省教育
厅邀请， 于6月8日至19日在湘参加第
四届中美调解谈判高级研讨培训会议。

培训期间， 美国专家戴维德·麦茨和梅
丽莎·布里德里克带来了美国冲突纠纷
解决方面的相关课程及经验，为我国企
业赴美进行商业调解和谈判提供理论
经验和技巧。

会见中， 谢勇与戴维德·麦茨就法
律调解领域的相关问题交换了意见。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周月桂）非洲已成为众多湖南
企业投资贸易的首选之地，截至去年底，湖南在非洲投资企业
达81家。 非洲驻华使节与湖南企业交流会今天在长沙举行，60
位非洲国家外交使节与三一集团、省有色地质勘查局、特变电
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湖南外经建设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
进行了深度交流，副省长何报翔出席。

6月11日至13日，省商务厅和省外事侨务办联合主办了“非
洲国家驻华使节湖南行”活动，来自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
中非等36个非洲国家的60位外交使节应邀来湘访问。

近年来，湖南与非洲经贸往来十分活跃。2014年，湖南对非
洲进出口总额34.25亿美元。截至去年底，湖南在非洲投资企业
81家，中方合同投资额5.38亿美元。湖南企业利用国家对非援
助平台，积极参与国家援外项目投标，建立农业示范中心，承办
各类援外培训项目，2014年， 培训非洲国家各类官员和专业技
术人员700多人，其中部级官员20多名。

何报翔说，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全面铺开、中非合
作建设非洲“三网一化”的付诸实施，湖南与非洲的利益契合点
将会越来越多，相互需求也会越来越多。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李勇
通讯员 刘静 高洪）6月11日上午，全
省检察队伍建设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游劝荣在
会上强调，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
设政治、业务过硬的检察队伍，实现
检察工作科学发展。

近年来， 全省检察队伍建设中
涌现出了以陈运周为代表的先进人
物，传递了检察正能量。游劝荣说，

要坚持从严治检， 以零容忍的态度
和刮骨疗毒的决心， 严厉查处违法
犯罪行为，坚决清除害群之马。要完
善各种制度， 以规范司法行为专项
整治为抓手，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通过完善制度建设，规范检察权
运行。要突出重点，积极探索检察工
作规律，研究发案现象背后的原因，
有重点地抓好检察机关内部思想政
治工作。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实，认

真研究思想政治工作入耳、入脑、入
心的规律， 创新和改革思想政治工
作方法，敢于、善于、有针对性地做
好、 做细每一位干警的思想政治工
作。要认真抓好学习，通过学习型机
关的建设、 学习型干部的培养和检
察文化建设， 纯洁检察干警工作和
生活。 要认真落实主体责任和监督
责任， 合力抓好检察队伍建设和思
想政治工作。

“把茶园做成艺术品”
李微微考察长沙非公茶业公司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长沙市召开践行“三严三实”推进
作风建设会。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切实增强
理解力、执行力、创造力，把全部心思和
精力用在抓工作落实上，以更严更实作
风强力推动长沙更好更快发展。

今年来，长沙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作风建设规
定，紧盯重要时间节点，强化执纪监督，
及时发现和查处问题。会上通报了市纪
委近期查处的5起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典
型问题和市督查暗访组收集的相关情
况，列出65项具体问题，指明涉事单位

和人员， 限期要求6月30日之前整改到
位。

“夯实工作作风、推动工作落实，是
推进长沙转型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
易炼红强调，全市党员干部要强化政治
责任，把改作风抓落实聚焦到确保政令
畅通上，在工作中体现党性、彰显忠诚、
严守规矩。要强化问题意识，把改作风
抓落实贯穿到全力推动发展上，围绕重
大战略的落地善于谋事，着眼年度目标
的完成扎实干事，强化忠诚履职的担当
确保成事。要强化严实精神，做到干部
管理守土有责， 正风肃纪一刻不松，能
力提升刻不容缓，基层基础不断加强。

长沙召开践行“三严三实”推进作风建设会

以更严更实作风推动长沙发展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上午，全省创新创业先进典型巡回
报告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常委、长沙市
委书记易炼红要求，全市上下携手并肩
把长沙打造成为创新创业者的天堂，涌
现更多长沙的“比尔盖茨”、“马云”，为
转型创新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报告会上，御家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戴跃锋、华曙高科有限责任公
司总经理侯培林、天泉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梁伟、57度湘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长汪峥嵘、湘港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曾俊杰先后作典型发言。

“5位先进典型的故事让人备受激
励和鼓舞，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长沙创

新创业的广阔空间和前景。”易炼红说，
全市上下要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学习先
进、争当先进、赶超先进，让奋斗在创新
中闪光，让梦想在创业中实现。

“当今时代为创新创业者提供了大
显身手的好机遇， 今日长沙处处是创新
创业者放飞梦想的广阔舞台”。易炼红强
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在城市规划设
计建设上下功夫， 让长沙更加精致精美
精细、宜居宜业宜游；最大限度拓宽创新
创业者的工作空间、网络空间、社交空间
和资源共享空间，让他们“拎包就能来，
来了就能干”；营造公平竞争、开放包容、
规范有序的创新创业环境， 为创新创业
者筑好巢、搭好台、铺好路。

长沙打造创新创业天堂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记者 余蓉）
6月11日晚，“筑梦青春———湖南省第4
届校园文化论坛暨2015‘我的中国梦’
湖南省大学生微电影节” 在湖南教育
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副省长李友志出
席并宣布湖南省第3届大学生微电影
大赛启动。

李友志说，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一个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希望广
大学生通过参加这一活动，更加坚定理
想，树立志向；勇做弄潮儿，在共筑“中

国梦”的道路上实现人生价值。
湖南省校园文化论坛由省委宣传

部发起，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团省
委等共同打造，今年是第4届。来自湘潭
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宣讲人，
围绕“孝”、“创新”等关键词，进行演讲。

当晚， 第2届湖南省大学生微电影
大赛结果揭晓。11项大奖各归其主。其
中，长沙民政职院的《理想之光》、湖南
涉外经济学院的《青春爱》、湖南艺术职
院的《满江红》获最受欢迎奖。

筑梦青春
第4届校园文化论坛、第3届大学生微电影大赛启动

郭开朗在湘潭调研时强调

领导干部要带头
加强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

全省检察队伍建设座谈会要求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建设过硬检察队伍

6月12日， 中南大
学数统学院报告厅，参
赛代表队在进行激烈
辩论 。当日 ，湖南省高
校首届研究生辩论赛
圆满结束，湘潭大学代
表队最终力克群雄，夺
得冠军。此次辩论赛由
湖南省学位办主办，自
6月5日拉开序幕，共有
来自国防科大、中南大
学、湖南大学等16所高
校辩论队参与角逐。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谢勇会见美国客人

“五级会商”保护传统村落

81家湘企在非洲投资
非洲成湘企“走出去”热点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