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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17日讯 今天上
午， 杜家毫同志来到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永州市代表团， 与代
表们一同讨论省党代会报告和
省纪委工作报告。他强调，要做
活开放大文章， 唱响创新主题
曲，抓好民生大工程，彰显党建
总保障， 力争在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生动实践中走在
前列。

许又声、 孙建国等同志参
加讨论。

讨论中，陈文浩、易佳良、
吴志雄、秦志军、陈弘、唐军等6
位代表，围绕打造“锦绣潇湘”
全域旅游基地、 发挥绩效考核
指挥棒作用、 加强基层基础工
作、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助推
高等教育发展、 加快推进脱贫
攻坚等主题， 先后发表意见和
建议。

杜家毫认真倾听， 不时与
大家互动交流。 在讨论全域旅
游基地建设时，杜家毫指出，永
州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要
进一步保护、 挖掘和发挥当地
山水风光、 文物古迹、 名人轶
事、民俗风情等资源，大力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 在谈及湘江保护与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时，杜家毫
叮嘱，保护湘江，首要的是保护
好源头， 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针对高
等教育发展的问题， 杜家毫指

出， 要把握好教育投入与教育
质量、 规模发展与内涵式发展
之间的关系， 促进高等教育全
面均衡发展。

杜家毫充分肯定永州近年
来在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基础
设施建设、 民生改善、 脱贫攻
坚、 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的可
喜成绩。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
彻省党代会精神， 把报告中确
定的愿景、定位、战略、抓手一
项一项抓好落实， 力争在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生动实
践中走在前列。当前，全市上下
正大力建设品质活力永州。唯
有创新才能提升品质， 唯有开
放才能激发活力。 要充分发挥
毗邻“两广”、对接东盟的区位
优势，做活开放这篇大文章，加
快对外开放的新步伐， 努力在
建设开放平台、拓展开放空间、
提升开放水平等方面探索新经
验， 争取成为全省推进开放发
展的开路先锋。

杜家毫强调， 人民群众永
远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服务的
对象，要始终保持奋斗初心，抓
好民生这个大工程， 千方百计
增加居民收入， 大力发展社会
事业，不断完善保障体系，坚决
打赢扶贫攻坚战， 切实解决老
百姓各种难题， 使老百姓有更
多获得感， 让广大人民群众发
自肺腑的拥护党， 一心一意跟
党走。 ■记者 贺佳

本报11月17日讯 今天上
午， 乌兰同志来到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衡阳市代表团， 与代表
们一起讨论党代会报告。 她强
调， 要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届六
中全会和省党代会精神， 坚持
一手抓经济社会发展， 一手抓
全面从严治党， 以全面从严治
党新成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
跨越。蔡振红参加讨论。

听取代表们的发言后，乌
兰充分肯定衡阳市近年来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 勉励大
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乌兰强调， 要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三

个着力”“四大体系”“五大基
地”为主要抓手，找准定位，主
动对标，精准发力，推动衡阳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要着力
抓好党员干部思想教育， 把思
想建设落实到行动落实到基
层； 着力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
和党员干部作风建设， 使敢担
当、敢负责、敢作为蔚然成风；
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让
一批好干部脱颖而出， 以用人
环境的风清气正促进政治生
态的山清水秀；着力抓好制度
建设，扎紧制度笼子，压实“两
个责任”，做到管党有方、治党
有力、建党有效。 ■记者 贺威

本报11月17日讯 今天上
午， 许达哲同志参加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株洲市代表团讨论时
强调， 当前我省正进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 也是
各项事业爬坡过坎的关键时
期， 要贯彻落实好省党代会精
神， 围绕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的宏伟蓝图，勠力同心、主
动担当、务实作为，共同把蓝图
变为现实、愿景变为实景。李微
微同志一同参加了讨论。

株洲市代表团讨论气氛热
烈，毛腾飞、阳卫国、杨鲁峰、唐
未兵、彭爱华、谭润洪、黄诗燕
等代表围绕高等院校建设、资
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创新创业
园区建设、 长株潭城市群一体

化建设等发表了意见建议。
“株洲是老工业基地，有良好

的发展基础， 面临着许多重要机
遇。”许达哲说，要共绘宏伟蓝图，
抓好发展要务。 立足株洲自身优
势和实际， 抢抓落实“中国制造
2025”、打造制造强省等重大战略
机遇，在推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
建设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对
接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加快自身发
展， 作出更大贡献、 迈出更大步
伐、取得更大成就。

许达哲强调， 要强化创新引
领，提高发展质量。以创新为引擎培
育发展新动力， 协调推进科技创
新、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力争
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上取得
突破；着力壮大轨道交通、航空动

力、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科技型
优势产业， 精心培育一批有竞争
力的龙头骨干企业和一批有特色
的小巨人企业；切实优化政策环境，
打造创新型人才集聚高地，营造“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

许达哲强调， 要全面深化改
革、释放发展活力，以改革解决好
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障碍、 结构性
矛盾、政策性问题。要努力改善民
生，决战脱贫攻坚。要狠抓作风建
设，全面从严治党。要用良好的党
建成果和实实在在的作风转变保
障经济社会发展，为敢于担当、敢
于负责的干部提供好舞台和条
件， 引导大家把思想和精力真正
集中到谋发展、利民生上来。

■记者 冒蕞

本报11月17日讯 今天下
午，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在
长沙蓉园宾馆举行第四次会议。
杜家毫同志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十一届省委委
员、省纪委委员预选情况汇报，
通过了十一届省委委员、 省纪

委委员正式候选人名单和省委
候补委员预选候选人名单；审
议了关于十届省委报告的决议
（草案）和关于十届省纪委工作
报告的决议（草案），并提交各
代表团讨论。

■记者 孙敏坚 贺佳

杜家毫参加永州市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做活开放大文章 唱响创新主题曲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主席团
举行第四次会议

11月17日，常德代表团代表在会议间隙交流工作经验。 记者 赵持 摄

许达哲参加株洲市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把蓝图变为现实 把愿景变为实景
李微微参加讨论

乌兰参加衡阳市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
来比母亲……”

11月17日上午， 在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邵阳市代表团分组
讨论现场， 简短清唱的几声红
歌， 给严肃认真的分组讨论带
来一阵轻松活泼。

“作为在基层工作的一名
党员，能参加省党代会，我无比
激动和自豪。 身为一名戏曲演
员， 唱比说更能表达我对党的
忠诚和热爱。”来自邵阳市花鼓
戏保护传承中心的省党代表张
佳媛笑着说。

“学习了杜家毫同志作的
省党代会报告， 感到深受启
发。” 张佳媛说， 报告提到，加

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提升文化产业发展整体实力，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提升文化的
市场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传播
湖南声音， 扩大湖南影响，“这体
现出我省对文化的重视、 支持和
期望。”

她向大家介绍， 邵阳花鼓戏
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作为基层的文艺团体，要在
我省实现文化强省的光明大道
上走在前，要创作出更多正能量
的精品力作，唱响湖南，享誉世
界，就应该深入基层、深入生活、
深入人民群众。只要文艺工作者
加强政治修养、文化修养，提高
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 始终和党

中央、省委、市委保持高度一致，
服务好党最最关心的广大人民群
众和党员干部， 奉献出更多积极
向上的、斗志昂扬的精神食粮，我
们就能收获更大的社会效应和经
济效应……”张佳媛信心满满。

话音刚落， 傅奎同志就接过
话说：“深入生活，潜心研究，真正
把握时代的脉搏，反映人民的呼
声， 文艺作品才有永远的生命
力。正如省党代会精神的传达宣
传，我们可以多些形式，比如多
创作一些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
使老百姓对省党代会精神理解
得更精准。”

互动中， 现场气氛越来越活
跃…… ■记者 张斌

花絮 省党代表张佳媛———我把歌声献给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