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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树木迁移的相关要求及规定， 现对万家丽路
220KV电力隧道工程开福区的树木迁移情况进行公示。

一、工程概况
万家丽路220kv电力隧道工程（特立西路口-火炬

路口）长5957.012m，采用盾构法施工，可有效缓解河
东城区北部用电负荷高速发展需求， 满足城际铁路、
轨道3、5号线用电需求。

二、项目施工设计树木迁移的概况
万家丽路220kv电力隧道工程在开福区范围内有

1个盾构井和5个出线井。盾构井位于月湖公园，出线
井均位于万家丽路西侧。其对应施工区域的树木将进
行迁出，待隧道建设完成后，除地上永久用地外按原
状进行恢复。

三、树木移植专家论证会意见
非基坑范围内的大树采用能保就保的原则。围挡

施工区范围内的所有分枝点低于2.3米的小乔和灌木
建议迁移，部分无分枝点的大乔木建议迁移。迁移树
木造册建档管理。

四、树木移植的承诺及公众意见联系方式
施工过程中会尽最大努力减少对树木的损害，并

采取一切措施做好现场原有树木的保护和施工后的
绿化恢复工作，同时也欢迎市民监督隧道施工期间的
树木保护情况。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 公众可通过电
话或电子邮件发表意见，并请注明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以便根据需要反馈。公众意见联系方式：柳先生
13875931119邮箱33017971@qq.com。

万家丽路220KV电力隧道工程开福区树木迁移公示

长沙市工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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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15日讯 今天上
午，省高院党组集中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纠正“四风”不能止
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重要
指示精神。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新华
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
表现值得警惕》 的文章作出指
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
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
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
度和坚定决心，对于全党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强党
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省高院党组要求，全省法院
要认真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结合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深刻领会指示的丰富内
涵，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要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出台关于纠
正“四风”问题的规范性指导意
见，让该项工作有章可循；全省
各级法院领导干部要身体力行、
以上率下， 按照中央的要求，层
层抓落实， 彻底纠正“四风”问
题；全省法院要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精神与法院工作实
际相结合， 继续深化司法改革、
打造“智慧法院”、 夯实基层基
础、建设过硬队伍，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更加有力
的司法服务和保障。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本报12月15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
关于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的重
要讲话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
实意见；原则通过《中共湖南省
委常委会关于坚决维护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的规定》《中共湖
南省委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实施办法》
（简称《规定》《实施办法》）和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工作规
则》《中共湖南省委全会工作规
则》《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加强常
委会自身建设的意见》（简称
“两规则一意见”）。

省领导许达哲、 李微微、陈
向群、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
峰、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
飞、黄跃进、韩永文等参加会议。

推动实体经济和
数字经济融合发展

会议指出， 实施大数据战
略，不仅是技术问题、经济问题，
也是民生问题、政治问题。要学
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
大数据技术产业创新发展的新
阶段、新特征、新趋势，全面实施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要积极发
展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
济，围绕构建“北有中关村、南有
马栏山”“北有光谷、 南有云谷”
的网络信息产业新格局，完善大
数据政策发展环境和信息基础
设施网络，推动大数据产业集聚
化发展、项目化落实、市场化运
作；运用大数据引领产业转型升
级，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
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
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 网络
化、智能化发展。要以人口信息
平台建设为突破口，着力打破部
门信息孤岛， 加强数据整合匹
配， 深入挖掘大数据的商用价

值、民用价值、政用价值，不断提
升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
准化、 公共服务高效化水平。要
处理好开放共享与安全保密的
关系， 牢牢守住数据安全底线。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动加强学习，
抓紧练就“获取数据、分析数据、
运用数据”这项基本功，真正使
“用数据说话” 成为一种思维习
惯和工作追求。

锲而不舍弘扬新风正气

会议强调， 省委常委会及
各位常委要带头遵守《规定》要
求，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中央和
全党的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落实到履职尽责中、
体现在具体行动上。省委常委会
要坚持谋大事、议大事、抓大事，
更好发挥省委总揽全局、协调各
方的作用，团结带领全省上下步
调一致、真抓实干，确保党中央
政令畅通、各项决策部署在湖南
落实落地。

会议强调，作风建设永远在
路上。省级领导同志要自觉执行
省委《实施办法》，结合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
“四风”、 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批
示精神，自觉向党中央、向习近平
总书记看齐，以上率下，示范引
领全省党员干部转作风改作风，
锲而不舍弘扬新风正气。

会议强调，省委常委会要严
格执行“两规则一意见”，带头落
实民主集中制，切实加强自身建
设，着力锻造坚强有力的领导集
体。常委会成员要坚持统一领导
与分工负责相结合，严守党的组
织原则、 领导制度和议事规则，
严格按制度、 规则和程序办事，
使各项工作更加符合新时代要
求，符合党中央部署，符合人民
群众期待。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记者 刘璋景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审议省委有关文件

领导干部要练就“运用数据”基本功

12月15日，长沙市雨花区南庭社区，清幽雅致的廉政文化主题公园正式开放。该公园通过诗词、雕刻、漫画
等多种形式，让群众在休闲娱乐的同时，接受廉政文化的熏陶。 记者 李健 摄

本报12月15日讯 日
前，中共中央批准，张剑飞同

志任湖南省委常委。
■记者 贺佳

张剑飞任省委常委

以上率下，彻底纠正“四风”问题

本报12月15日讯 记者
今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为
持续给我省重点优势产业引
入人才和智力资源， 省委组
织部、省人社厅、省经信委联
动， 定于12月16日在中国湖
南人才市场发布《2018年湖
南省“芙蓉人才行动计划”重
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并同
步举办湖南省重点优势产业
人才专场招聘会、 海内外高
端人才网上交流会。

湖南省重点优势产业人
才专场招聘会将在湖南人才
市场举行，目前已有182家企
业报名参会。 此次参会的企
业包括中车株洲电机、 隆平
高科、华曙高科、湘电集团、
威胜集团等全省重点优势产
业的龙头企业。 本场招聘会
侧重于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电力装备、节能环保、金融等

行业， 提供一大批高精尖岗
位；对求职者要求也比较高，
部分岗位还要求有海外学习
或工作背景， 在相关研发领
域有所成就。

本场招聘会还将提供一
批面向专业技术人才、 技能
人才的岗位。截至目前，已有
百名高层次人才和上千名留
学归国人员报名参会。

2017年湖南省海内外高
端人才网上交流会也于16日
启动，持续1个月，携手300余
家重点优势产业企业， 同时
在湖南人才网、猎聘网、寰球
人才网、前程无忧、香港金饭
碗招聘网发布海量高端职
位。要了解本次活动详情，可
登录活动官网www.hnrcsc.
com。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陈尽美 陆江

本报12月15日讯 今天，
长沙市召开2017年度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经办服务示范
点创建总结会， 现场授予芙蓉
区文艺路街道等28个乡镇（街
道）经办服务示范点称号。

据悉， 今年是城乡居民养
老保险开展示范点创建的第三
年，为了突出年度工作重点，充
分落实城乡居保多缴多得、长
缴多得的惠民政策， 长沙市城
乡居保局今年首次将人均缴费
达200元及以上和500元以上
缴费档次人数占比达5%作为
示范点创建的重要标准， 极大
地推动了全市人均缴费水平的
提升。截至11月30日，全市人
均缴费达205元，较去年同期增
长46%。

长沙市城乡居保局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该局将着力
打造示范点创建的精品工程，
以点带面，不断提升长沙市居
民养老保险的经办服务水平
和群众满意度。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方俊 叶飞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