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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谭静波

沿205省道进入津市，路面干净
整洁，绿树成荫，纵横交叉的沟渠清
水浅流，农民或劳作或小聚休憩。路

两旁每家每户存放
垃圾的“三桶一筐”
整齐摆放， 目光所
及没有白色垃圾入
眼。6月初， 记者在
津市采访感受了这

里恬静美丽的乡村。
村庄里生活垃圾去哪里了？秘

诀就在样式和功能类似银行存折的
“绿色存折”里。

金鱼岭街道大旗村有一面“大
旗”，全省垃圾分类“绿色存折”管理

创新从这里发端。 村里83岁老党员
黄兆方已“转账”到第二个“存折”。
从2015年10月12日存52个编织袋
开始，黄兆方家里共存39次，兑换了
草帽、洗洁精等生活用品，以及10元
零钱。 黄兆方说：“荒货可以兑日用
品，这个搞法好！”村民对“绿色存
折”赞不绝口。

好在哪里？ 村支书张传炎拉记
者到村部的“绿色银行”细看。

垃圾分一分，废品变“黄金”。一
间生活垃圾分类存放室是“银行”的

“金库”，按废旧纸品、衣鞋、金属、玻
璃、塑料和有害垃圾分类，保洁员把
从村民家中收来或村民自己送来的
垃圾称重后放入其中，在“存折”上
记录物品和折算的金额。

村部以废易物兑换专柜就是银
行的“柜台”。货架上生活用品物美
价廉，能根据农时和季节调整，非常
实用。用“存折”就可以在此“取出”
等价的物品，还可以偶尔“贷款”，只
要按时存上废品就行。

荩荩（下转4版①）

� � � �一本“绿色存折”，存进垃圾废品，取出洗衣粉、牙膏牙刷等生活用品，并相应形成一整套运行制度，
实现农村垃圾分类、减量、无害化处理，津市———

“绿色存折”破题农村垃圾治理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陈
昂昂 ）今天上午，全省政协宣传工作
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并讲话。她要求，要彰显
政协特色， 推动政协宣传工作格局
有新的提升， 将新形势下政协宣传
工作做出色、做出彩。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
蔡振红，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秘书
长卿渐伟参加座谈。

去年以来， 在省政协党组的正
确领导下， 省政协宣传工作以党的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
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导， 进一步强化政
治意识、把握舆论导向，务实谋发展，
创新促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势头。

会议总结了省政协2016年宣传
工作， 部署了下一阶段宣传工作，表
扬了2016年度全省政协宣传工作先
进单位及个人，部分新闻单位和市县
政协交流了宣传工作好做法好经验。

李微微代表省政协党组和主席
会议，向各级宣传、网信部门，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各新闻单位、新媒体人
士多年来对政协宣传工作作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她说，政协宣传工作是

新形势下推动政协工作创新发展的
重要动力和强化政协政治影响的重
要途径。要把新形势下政协宣传工作
做出色、做出彩，进一步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与中央的大政方针、与省委
的决策部署保持高度一致；大力宣传
委员履职事迹， 挖掘界别履职活动，
呈现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在政协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推
动省市县三级政协组织联动、政协委
员互动。发挥政协云平台作用，推动
政协履职与互联网深度融合。为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的思想舆
论氛围。

李微微要求，政协宣传工作部门
要密切与党委宣传部、 网信部门、主
要新闻媒体、 新媒体人士的联系沟
通。加大对政协云等湖南省政协宣传
主阵地的支持力度，打造过硬的政协
宣传队伍。“要为做好新形势下政协
宣传工作形成新合力，新格局。”

蔡振红强调，要把迎接、宣传、贯
彻党的十九大作为政协宣传工作的
主线， 全面突出政协工作的特点特
色，不断创新宣传报道方式，严守新
闻宣传纪律，进一步加强协同合作，
努力使政协宣传工作更加出彩。

李微微在全省政协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要求

彰显政协特色
做好新形势下政协宣传工作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刘伟 胡湘江） 广铁集团今
日发布，自7月1日起实施新的铁路
列车运行图， 计划7月首次开行长
沙南直达兰州西的高铁动车。届时，
长沙旅客前往兰州可在当日到达，

长沙南可直达全国16个省会、4个
直辖市。

据介绍，国家铁路“四纵四横”客
运专线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宝兰客专
（宝鸡南至兰州西）即将于7月开通。

荩荩（下转4版②）

7月1日起实施新列车运行图

长沙将首次开通直达兰州高铁
长沙南可直达全国16省会、4直辖市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下午，全省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
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强
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始终坚持党要
管党、从严治党，坚持党对国有企业
的领导不动摇， 坚持服务生产经营
不偏离， 坚持党组织对选人用人的
领导和把关作用不能变， 坚持建强
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不放松， 充分
发挥国企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
核心作用， 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
业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会议。

省领导乌兰、易炼红、傅奎、王少
峰、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出席。

“国有企业是实现党的领导的
重要基础，只能办好不能办砸；党的
领导是实现国有企业健康发展的根
本保证，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全面从

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总体要求，只
能遵循不能特殊。” 杜家毫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
建设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对事
关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党的建设的
若干重大问题作了精辟阐述， 提出
了一系列带有创新性、 突破性的理
念思路和政策举措。 全省各级各部
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进一步提升思想认识、 形成发展共
识， 切实增强抓好国企改革发展和
党的建设的紧迫感责任感。

杜家毫强调， 要切实维护党在
国有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在顶层设
计、运行机制、决策执行上着力理顺
加强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
系， 使党组织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
有机组成部分， 有效实现国有企业
党组织和其他经营管理层面的有机
融合， 对事关企业改革发展的重大
问题把好方向关、政治关、政策关，
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

度。 要充分发挥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的关键作
用，始终坚持对党忠诚，选准用好关
键少数，大力引进培养关键人才，在
从严管理的同时， 加大激励关怀力
度，树立“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
负责、为干事者撑腰”的良好导向，
让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放开手脚干
事、甩开膀子创业。要始终坚持抓基
层打基础的工作方针， 进一步严密
基层组织体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着力提高国有
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

杜家毫要求， 各级党委和党员
领导干部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
绩，落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理顺
领导体制，强化考核问责，配强工作
力量，加强业务学习，不断改进对国
有企业党的建设的组织领导。同时，
积极推进非公企业党的建设工作，
促进非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许达哲指出， 要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抓好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始终
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
将党的领导与完善国有企业公司治
理统一起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新
发展理念贯彻执行有力有效。 要把
党的建设贯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全
过程，规范党务部门设置，配强党建
工作力量，完善基本规章制度，强化
党建工作保障， 落实好领导人员队
伍建设和管理、 基层党组织建设等
重点任务， 着力建设中国特色现代
企业制度。要选好配强企业带头人，
始终做到对党忠诚、清正廉洁、服务
大局。 要层层压实国有企业党建工
作责任，改进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强
化考评结果运用， 推动国有企业党
的建设和改革发展取得全面进步。

会上， 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省机场管理集团有限公
司、湘潭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长沙银
行等4家国企党委主要负责同志作
交流发言。

杜家毫在全省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

始终坚持和维护
党在国有企业中的核心地位

许达哲主持 乌兰出席

哈！考完了

上图：6月8日下午，
长沙市一中高考考点，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
几名考生将老师举起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右图：6月8日17时
40分，衡阳市一中考点，
班主任老师带领考生亮
出毕业证欢呼， 庆祝考
试结束。 刘晓飞 摄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邹仪）
千秋大儒承孔孟， 一脉濂溪润湖湘。
1000年前（公元1017年5月)，我国古
代著名思想家周敦颐诞生在永州市
道县清塘镇楼田村。今天上午，纪念
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系列活动新闻
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永州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刘尤碧宣布，将在道县举
行多项活动，纪念周子诞辰千年。

此次活动由永州市委、市政府与
光明日报社、湖南日报社、红网联合
主办，道县县委、县政府具体承办。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周
敦颐一生勤奋好学， 为官务实清廉，
著有《爱莲说》《太极图说》和《通书》
等名作，创立理学，“上承孔孟，下启
程朱”，成为我国儒学的第二座高峰、

“孔孟后一人”。
纪念活动以周敦颐诞辰1000

周年纪念仪式、 理学学术研讨会为
主体， 同时安排了9项相关纪念活
动。6月23日上午，将在道县举行周
敦颐诞辰1000周年纪念仪式。23日
下午至24日上午，举行理学学术研
讨会。

此次系列纪念活动还专门组织
了申报全国廉政文化教育基地、龙船
纪念赛、全国诗词楹联和书法摄影征
文大赛、电影《爱廉说》首映仪式、配
合摄制电视连续剧《周敦颐》等9项
相关活动。其中多项相关活动面向国
内外， 时间跨度为今年年初至年底，
电影《爱廉说》在主体活动期间将在
全球同步上映。

周敦颐诞辰千年纪念活动
23日举行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湘陇经济合作座谈会在长
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
席会议。

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黄强，
湖南省政府秘书长王群等出席。双方
围绕加强能源、产业、对外开放等领
域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许达哲欢迎黄强一行来湘，并介
绍了湖南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当前湖南正立足“一带一部”区
位优势，全面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着力打好脱贫攻坚、转型升级、
环境治理三大战役，努力实现质量更
高、效益更优、更可持续的发展。甘肃
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是西北地区连
接中、东部地区的桥梁和纽带，是贯

通东亚与中亚、西亚及欧洲之间的陆
上通道。 希望双方立足各自优势，进
一步深化产业发展、对外开放等领域
合作，特别是在融入“一带一路”中加
强信息、资源的互通有无。湖南将立
足当前、放眼长远，与甘肃携手探索
符合双方实际、符合市场规律的合作
机制，走出一条有利于双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路子。

黄强说，作为西部省份，甘肃的
发展离不开包括湖南在内的东、中部
省份的关心支持。希望陇湘密切沟通
协调，不断完善合作机制，深化各领
域合作，助推双方区位、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动力，实现互利共赢。

湖南、甘肃两省相关部门负责同
志参加座谈。

湘陇经济合作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

许达哲出席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左丹）今天下午5时，随着高考外
语终考铃声响过， 全省35万多名
考生潮水般涌出各个考点， 高考
结束。晚上11时15分，据省教育考
试院汇总信息显示,全省高考总体
上秩序良好，安全平稳顺利。

据省教育考试院通报，从目
前各地反馈的情况来看，今年全
省高考总体上组织严密、管理规
范， 考试秩序和考风考纪良好。
截至8日下午5时30分，省国家教
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没有接到
失密泄密、群体性作弊等重大安
全事故和重大工作差错的报告，
全省没有出现极端天气等影响
高考的情况，社会反响平稳。

今天的考试科目为文、理科
综合和外语。上午，省教育考试
院组织中央和省级主流媒体赶
往长沙、 株洲和岳阳等地考点，
在不影响考生考试的前提下，近
距离了解组考情况。

记者来到长沙县一中考点，
看到这里的高考组织工作井然有
序。考点的视频监控中心，有专人
密切监控着每间考场的情况，学
生食堂配有食品快检室， 确保学
生吃得安全。省教育考试院介绍，
由于我省采取了强化责任落实、
强化组织协调、强化综合治理、强
化人文关怀等有力措施， 以及各
级相关部门在各个环节的严防死
守，确保了考试安全平稳顺利。

� � � �习近平同哈萨克斯坦总统
纳扎尔巴耶夫举行会谈

打造更紧密的
命运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