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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8岁的王化永，党龄已
有21年，连续三届被选为隆回县
羊古坳镇赵家冲村党支部书记。
作为超级稻高产攻关试验基地
负责人，王化永和同事们一次又
一次地刷新了世界水稻高产纪
录。 他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省劳动模范等荣誉。

本报9月30日讯 昨天下
午，“迎接党的十九大”组织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省委组织部常务
副部长胡伯俊介绍了党的十八
大以来，全省组织工作新做法新
成效。记者获悉，5年来我省通过
网络学院建设，对22.7万干部进
行了培训，采取“高职低任”或点
名挂职等形式， 选派了325名干
部上下交流挂职，跟踪培养。

22.7万干部“网上充电”

胡伯俊说，五年来，全省共
选拔1695名乡镇事业编制人
员、优秀村干部、大学生村官进
入乡镇领导班子，共考录公务员

37872名、选调生2640名，为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了大批党
政人才。

全省推进干部教育培训网
络学院建设。目前网络学院注册
学员达到22.7万余人，在省委党
校累计培训干部2.6万多人次。

今年，省委组织部还制定25
项措施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全省17万
多个基层党组织开展支部主题
党日活动。

面对今年的特大汛情，省委
组织部及时下拨1500万元省管
党费用于救灾补助，6万多支党
员抗洪先锋队、80多万名党员奋
战在抗洪一线。

取消109人提拔重用资格

全面开展领导干部因私出
国（境）证照专项清理。实现证照
集中管理、人员登记备案、违规
持有证照清理三个100%。

胡伯俊介绍， 在省委巡视
方面， 开展选人用人专项检查
以及问题整改及落实督查，累
计交办和督办问题4013件，追
责142人。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
省有109名不如实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的干部被取消提拔重用
资格， 对7564名领导干部进行
提醒、函询和诫勉，直接查办违
规选人用人问题举报件299件。

定向选拔选调生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全
省大力推动干部跨行业、 跨领
域、跨层次交流，累计交流省管
干部190多名。

胡伯俊表示，今年积极创新
选调生选拔政策和方式，首次定
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重点高
校，选拔了287名选调生，安排在
基层锻炼两年以上后充实到省
市两级机关。

去年，以换届为契机，全省
选拔重用了600多名优秀年轻干
部进入市县领导班子。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李丹 任洁露

我省组织工作晒“5年新做法新成效”
今年定向清华北大选拔287名选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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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30日讯 9月29日，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修订案）》下称《实施办
法》。30日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召
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省人大法制
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东楼、省残
疾人联合会副理事长陈毅华、省
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办公室主
任唐学文就《实施办法》实施回
答了记者的提问。

曾东楼介绍，这次《实施办
法》修订的面比较宽，特别在残
疾儿童的预防和康复上， 明确
了许多政府规定完成的工作。

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将符合
规定的残疾人医疗康复项目纳
入基本医疗保障支付范围。为精
神残疾人免费提供基本药物；对
困难残疾人、重度残疾人康复训
练、辅助器具适配等基本康复需
求给予补贴；优先开展残疾儿童
抢救性治疗和康复，为0—6岁残
疾儿童免费提供康复指导、医疗
康复、辅助器具和康复训练等基
本康复服务。

残疾人就业方面， 首次提
出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社会服务机构， 按照不低于本
单位在职职工总数百分之一点
五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进
入公园、动物园、植物园、纪念
馆、科技馆、文化馆、图书馆、博
物馆、美术馆、展览馆、体育场
（馆）以及旅游景区，举办体育
比赛、大型商业性活动时除外；
凭残疾人证免费办理图书馆借
书证、阅览证。

9月29日，当出席党的十九
大代表名单一公布， 在邵阳市
隆回县羊古坳镇赵家冲村，村
民一片欢呼： 我们村的党支部
书记王化永将出席党的十九
大， 这是令我们全村老百姓多
么自豪的事哦！

从打工仔到老板再到农民

了解王化永的人都知道，
他的身份经历了多次转变，从
打工仔到老板， 再从老板成为
袁隆平超级稻攻关示范实施
人、科技成果推广者。

年轻时， 他在长沙学了10
多年的砖瓦工艺，学成回乡后,
在村里办起了砖瓦厂。 凭着勤
劳和手艺， 他成为了乡亲们羡
慕的“永百万”。

2009年3月，王化永把财源
广进的砖瓦厂转了手， 以个人

土地流转方式， 在羊古坳镇雷
峰村承包了156亩农田，成为全
国以个人土地流转进行超级水
稻高产攻关试验第一人。

王化永把稻子当作自己的
孩子，跟着农技专家从扶蔸、施
肥、扯秕、晒田等学起，把自己
从老板变成专业农民。 在袁隆
平和科研专家的指导下，2011
年, 他收获亩产926.6公斤的成
果， 使得我国超级杂交水稻大
面积突破亩产900公斤的世界
难关。到了2015年,试验田更是
突破亩产1000公斤， 刷新了新
的世界纪录。

将科学成果推广给大家

王化永并不满足于此。将
试验田的科研成果推广到每位
农民的地里， 才是他的终极目
标。 他说：“我们成立了农民技

术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合
作社已经推广了8000多亩超级
稻， 试验示范带动了16个省份
的超级稻推广种植。 隆回县已
推广了36万亩超级稻。”

作为赵家冲村党支部书记
和科技示范户，王化永决定带领
村民抱团取暖。他组建了“超级
稻推广技术服务中心”和“超级
稻种植加工农民专业合作社”，
利用自己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带
领技术团队无偿为种粮乡亲们
提供技术服务，开设“田间课堂”
定期培训，发放超级稻种植的相
关资料，指导村民按照“良种、良
肥、良药、良态”的科学种田方法
共同进行高产种植。如今，王化
永的超级稻专业合作社已经覆
盖了羊古坳镇的大部分村，超级
稻种植面积达8000余亩，平均亩
产量较3年前提高了25%。
■尹建国 陈志强 陆益平 艾哲

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党的
十九大代表选举工作从2016年
11月开始启动， 目前全部结束。
全国40个选举单位分别召开党
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
生了2287名出席党的十九大代
表。近日，中组部负责人就十九
大代表选举工作的有关情况，接
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从当选代表情况看，结构与
分布比较合理，各项构成比例均
符合中央要求， 具有广泛代表

性。主要特点是：
一是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

员代表比例明显提高。当选代表
中， 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771
名，占33.7%，比十八大增加79
名、提高3.2个百分点。

二是女党员代表、少数民族
党员代表数量增加。 当选代表
中，女党员551名，比十八大增加
30名，占24.1%；少数民族党员
264名， 比十八大增加15名，占
11.5%，涵盖43个少数民族。

三是代表分布广泛。 各行各
业，省、市、县、乡镇村组和街道社
区等各个层次，机关、企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等各个方面都有代表。

四是代表年龄结构合理。当
选代表平均年龄为51.8岁，比十
八大降低0.2岁。

五是代表文化程度较高。当
选代表中， 大专以上学历2154
名，占94.2%。

六是各个时期入党的都有
代表。其中，1978年12月以后入

党的2009名，占87.8%。改革开
放以来入党的成为十九大代表
的主体。

代表选举产生后，坚持从严
要求，凡是有信访举报或发现有
关问题线索的，均进行了调查核
实，对不符合代表条件的，按照
党内有关规定坚决予以调整。孙
政才、莫建成等27人因存在不宜
作为代表的问题， 经中央批准，
不再作为十九大代表。

■据新华社

党的十九大代表具有广泛代表性 女党员代表占24.1%

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占33.7%

亩产屡破世界纪录
他是最会种水稻的农民

单位招聘残疾人
比例不得低于1.5％

【档案】

按照党章规定和中央统一部署，我省选举产生了64名党的十九大代表。他们将带着全党嘱托，肩负神圣使命，光
荣地出席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十九大代表是我省共产党员的优秀分子，具有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他
们中很多都来自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在各行各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模范党员。本报从今天起开设“十九大代表风
采”栏目，集中展示生产和工作在第一线党员的先进模范事迹，以学习和弘扬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范。

编者按

立法变化

曾东楼介绍， 这次审议通
过的《实施办法》规定，对于违
反实施办法中关于优待残疾人
规定的行为， 由任免机关或者
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 依法
给予行政处分。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明确、 细化了法律责任有
关内容： 拒不接收残疾学生入
学或者在国家规定的录取要求
以外附加条件限制残疾学生就
学的； 拒不按照规定安排残疾
人就业的； 未按照规定为残疾
人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费的；违
反法律、 法规规定解除或者终
止与残疾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
的； 出具虚假残疾评定证明的;
拒不执行残疾人优惠政策的。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李丹 任洁露

拒不录取残疾学生
将被行政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