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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唐婷）
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来到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五
郎溪村，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问
计。 他强调，“一进二访”既是工作抓手
更是作风要求， 要以从严从实精神开
展“一进二访”活动，在精准识贫、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上出实招、见实效。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许又声参
加。

“肯动脑筋、能吃苦，
日子会好起来的”

贫困县扶贫主体责任落实得怎么
样？驻村扶贫工作有什么新进展？精准
识贫、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还存在哪些
问题？ 省委部署在全省开展领导干部

“一进二访”活动后，徐守盛带着这些
关注，率先来到他的扶贫工作联系点。

今年4月18日，徐守盛曾深入芷江
五郎溪村， 就贫困村、 贫困户脱贫致
富等情况听取乡亲们的意见建议。 再
次来到这个大山深处的小村落， 徐守
盛沿着石坡走进村民谭晓艳家的木
房。

房子建了快30年了， 屋里一张木
桌， 几条凳子， 唯一电器是一台老式
冰箱。 徐守盛细细打量这个简陋的
家， 关切地问起家里的难处。

“父亲瘫痪， 弟弟有智障， 两个
女儿要读书， 生活蛮紧巴。” 为了照
顾家人， 原本嫁到外地的谭晓艳只得
回到娘家， 在村里开小药店维持生
计， 丈夫也一块搬了过来。 徐守盛为
夫妻俩的孝心点赞： “你们身上体现
了中华传统美德。”

今年上半年， 省直单位驻村帮扶
工作队进驻了五郎溪村， 指导乡亲们

学技术、 发展特色产业。 卫校毕业的
谭晓艳正打算学点医疗技术， 还想种
些蓝莓。 徐守盛为夫妻俩打气： “你
们俩有知识， 有政府和社会的帮扶，
只要肯动脑筋、 能吃苦， 家里的日子
会慢慢好起来的。”

村民谭诗林的妻子今年2月患肺
癌去世， 家里欠下10多万元债务。 在
工作队帮扶下， 谭诗林种上了5亩金
银花， 正盘算着多种几亩。 “攒劲
干， 相信一定能干出名堂来。” 徐守

盛鼓励乡亲们树立信心， 齐心协力脱
贫致富。 他充分肯定市县乡村各级和
帮扶工作队开展的实实在在的工作，
称赞村容村貌特别是群众的精神面貌
发生了新的变化。

“谋实谋细扶贫措施，
决不能来半点忽悠”

“如果不深入基层联系群众，党员
干部就是浮在水面上的浮萍。 ”从几户
贫困村民家中出来后， 徐守盛邀请贫

困村民、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村干部
代表来到村组织活动中心， 与省市县
相关负责人一起， 进一步商议怎么把
精准扶贫工作做实、做细。

村民姚茂岩向省委书记介绍他的
“脱贫计划”：“家里种了1亩葡萄，4亩
金银花，明年收入能增加到4000元。还
想种2亩蓝莓，顺利的话后年就能脱贫
了。 ”介绍完后，姚茂岩有点拘谨地说，

“我书读得少，不会讲话。 ”
（下转2版①）

徐守盛深入芷江五郎溪村访困问需访贫问计时强调

“一进二访”既是工作抓手
更是作风要求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贺佳 邹仪）於穆
帝舜，与日同光。 大孝丕显，至公流芳。 今天上午，
由省政府主办，永州市政府、宁远县政府承办的乙
未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九嶷山隆重举行。 来
自省内外近万名嘉宾汇聚于此， 共祭中华道德始
祖舜帝，祝愿湖南加快发展、人民幸福安康，共同
祈福盛世中华。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主祭。

副省长李友志主持公祭大典。 省领导和老同
志王克英、谢勇、欧阳斌、赖明勇、姜英宇、唐之享
出席。

舜帝是中华上古五帝之一， 中国道德文化的
创始人。 （下转2版③）

颂舜帝功德 兴三湘伟业

乙未年公祭舜帝大典隆重举行
杜家毫主祭

维公元二〇一五年九月吉日 ， 湖南省省长
杜家毫偕各界代表， 谨以牲醴时鲜、 钟鼓雅乐之
仪，致祭于中华圣祖舜帝有虞氏之陵前，曰：

於穆帝舜，与日同光。 大孝丕显，至公流芳。 揆
百事以系时序，布五教而敦伦常。 选元举恺，日就
月将；立义垂则，民安国祥。 协律被声，凤凰仪翔。
敷美尽善，明德始觞。修德来远，抚度四方。巡行天
下，泽润八荒。

三湘承惠，既阜且昌；于斯盛世，再谱华章。 缅虞
舜之轨范，稽彝典而昭彰。 万亿及秭，“十二五”收官
完满；十千维耦，“十三五”擘划启航。 齐心协力，全面
小康同筑；维新其业，中华梦圆共襄。 家毫有幸，忝政
湖湘。 改革开放，创新图强。 谨行节度，莫敢迨遑。 视
听惟民，矢志不忘。 思皇多祜，德洽无疆。

神鉴厥诚，伏惟尚飨！
湖南省人民政府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唐婷 肖军）“新湖南客户端新闻
活、速度快，令人耳目一新，我每
天必看。”今天中午，正在芷江侗
族自治县调研的怀化市委书记
彭国甫习惯性地拿出手机，熟
稔地打开新湖南客户端看起当
天的新闻。“你看，今天上午，省
政府在宁远举行公祭舜帝大
典，新闻马上就出来了。 ”

“我们这代人原来对报纸
有一种情感归依， 闲暇时读一
读报纸，是一种享受。 ”彭国甫
说， 但有时候工作一忙起来，没
时间进办公室， 没时间读报纸，
新媒体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在
车上、在工作间隙，随时可以看，
随时了解各类新闻。 ”

彭国甫说， 新湖南客户端
是省委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核
心媒体， 是了解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的一个新平台、 新窗口。

这是湖南日报社主动拥抱互联
网，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
发展的一个重要尝试，充分体现
了湖南日报社的战略眼光和前
瞻思维。

“新湖南客户端的内容很丰
富，我最爱看头条频道。”彭国甫
告诉记者，头条频道集纳了全省
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
重大活动和事件， 图文并茂、生
动活泼，很有视觉冲击力，真正
体现了新闻“进行时”。“在新湖
南客户端上，我们能找到中央和
省委的要求与期盼，找到市州工
作的着力点，对开展工作有很强
的指导性。 ”

彭国甫建议,新湖南客户端
要加大对市州的关注，丰富市州
和县市区新闻的内容，一网“网”
尽全省各地新闻，并希望怀化市
各级各部门都要用新湖南客户
端、都看、多看新湖南客户端。

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
体融合发展 ， 是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
想文化阵地 、 壮大主流舆论
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 在省
委省政府的指导下 ， 湖南日
报作为省委机关报 ， 理应在
融合发展中走在全省前列。

“新湖南”客户端，作为湖
南日报自然延伸升级的新媒
体形态 ，是 “省委在新媒体时
代的核心媒体”， 是湖南日报
的“电子版、移动版、升级版”，
也是 “飞入千家万户 、服务千
家万户”的“大众版”。

办好“新湖南”，既需要我
们的努力 ， 更需要大家的参
与。 你们的批评，不会是沉没
的声音 ；你们的建议 ，是珍贵
的民意标本。

你们见到我们的时候，我
们和新闻在手机上；你们期待
我们的时候，我们和新闻在路
上。

从即日起， 本报每周二、
周四 、周日定期推出 《我看新
湖南 》专栏 ，收集和聆听大家
对“新湖南”的意见与建议。

“新湖南”， 见证我们自
己日新月异的新湖南！

9月24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乡五郎溪村，走访结对帮扶贫困户家庭。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上图：9月24日，乙未年公祭舜帝大典在宁远县举行。 图为仪式现场。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左图：9月24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宁远出席乙未年公祭舜帝大典，恭读祭文。

祭舜帝文

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说：

“新湖南”令人耳目一新

开
栏
的
话

我看新湖南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贺佳 李秉钧）今天下午，推进湘
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工作
暨第四批重大项目启动会在郴州
市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
强调，要发扬“拼命三郎”的干事
精神，以园区为平台，以招商引资
为重点，加快发展产业经济，努力
把湘南示范区建设成全省开放发
展的强大引擎。

副省长何报翔主持会议。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

批4年来， 湘南三市实际利用外
资、进出口额、加工贸易进出口额
等占全省的比重不断加大， 产业
体系日益完善， 平台基础进一步
夯实，示范效应逐步显现。2012年
至2014年，示范区先后启动了3批
共323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规模
2406.6亿元 ， 已累计完成投资
917.7亿元。 今天，示范区正式启
动第四批101个重大项目，投资总
额723.3亿元。

“当年在县委书记任上时，我
只要得到一条商业信息就紧追不
放，见到一个老板就费劲口舌，签
订一个项目就心潮澎湃， 参访一
个国家就马不停蹄学经验。 一周
没接到企业开业请柬，心就发慌；
在县城宾馆看不到谈判签约，第
一反应就召开招商引资促进会；
在项目工地看不到井架， 就想开
现场动员会。 ”会上，杜家毫与在
座各级领导干部分享了改革开放
以来， 自己在招商引资工作中的
酸甜苦辣。“区位、政策固然重要，
但没有一股拼劲、 没有无私无畏

的精气神，什么优势都是空谈。 ”
杜家毫勉励大家拿出“拼命三郎”
的干劲， 真正把心思和精力用到
抓园区建设和招商引资上来，省
里也将进一步保护、 鼓励和带领
好想干事、肯干事、会干事的领导
干部，真正让慢作为、乱作为、不
作为没有“市场”。

杜家毫说， 当前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机遇大于挑战，优势大
于劣势， 要注重学习借鉴先进经
验，进一步开阔视野、创新思维，
加快形成开放带动发展的格局。
一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开放发展的系列重要讲话和
中央《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若干意见》精神，始终坚持改革
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中央精神
和湖南实际相结合， 找准开放型
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点。 二
要准确把握全省产业竞争的新特
点、新趋势，眼观四路、耳听八方，
加强预研预判， 未雨绸缪作好应
对准备，加快由过去的拼资源、拼
优惠转向拼环境、拼服务，着力破
解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高端回
流”和周边国家“中低端分流”双重
挤压的局面。 积极对接、主动融入
国家三大战略，加快“湘品出湘”步
伐，在全方位参与国家战略中开拓
湖南开放发展新局面。 客观分析开
放发展的优劣势，充分发挥“敢为
人先”的湖湘文化精神，扬长避短、
有的放矢开展工作， 以开放促改
革、促发展。 三要精准发力做好新
常态下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文
章。 （下转2版②）

杜家毫在推进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以“拼命三郎”的干劲
抓项目促发展

●示范区第四批101个重大项目启动，
投资总额723.3亿元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记者 刘文韬 实习
生 郭子宁） 为进一步规范省人大常委会议事
程序，提高议事质量，我省拟出台《湖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 今天下午，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议事规则
草案进行了分组审议。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是省人民代表大会闭
会期间，常委会发挥国家权力机关职能作用的
主要形式。议事规则草案主要对常委会会议的

准备、召开，议案的提出和审议，听取和审议工
作报告，询问和质询，以及发言、表决和公布等
事项作出了规定。

议事规则草案规范了常委会会议召开时，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什么情况下请假、 如何请
假、向谁请假等事项，并建立请假通报制度。根
据议事规则草案规定，常委会组成人员缺席常
委会会议的情况，将实行每次会议通报和年度
通报制度。 （下转6版）

立法规范省人大常委会议事程序
●1年内两次全程不出席常委会会议将书面告诫
●“一府两院”收到审议意见后须两个月内提交研究处理方案
●明年起常委会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向宪法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