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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日讯 全省组织
部长会议今天在长沙召开。省
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
峰出席并讲话。

会议透露， 今年全省组织
部门将着力推进8个方面共29
项重点工作， 包括改进干部推
荐考察方式， 考察触角深入到
干部的工作圈、 生活圈、 社交
圈；加强干部监督，探索开展党
组织主要负责人个人有关事项
在党内一定范围公开等。

政治考核：
驰而不息反“四风”转作风

加强政治建设专项考核，
积极探索考准考实领导干部政
治立场、政治站位、政治担当、
政治能力特别是政治忠诚度的
具体办法， 坚决向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看齐。

驰而不息反“四风”、转作
风，形成选拔看作风、培训讲作
风、管理抓作风、考核评作风的
机制和导向。

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
重点，组织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

制定新一轮全省干部、党
员教育培训规划， 加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课程体系研究。

考察干部：
政治过硬作为第一位要求

坚持把政治过硬作为“高
素质”的第一位要求，探索形成
对干部进行政治把关的具体标
准和办法。

探索“该用谁”而不是“谁
该用”的具体办法，完善体现专
业化要求的干部评价体系，把
合适的人配到合适的岗位。

改进推荐考察方式， 坚持
全方位、多角度、近距离考察识
别干部， 考察触角深入到干部
的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把
干部考准考实、用对用好。

对艰苦边远地区适当放宽
公务员考录资格条件和开考比
例，做好深度贫困县乡镇公务员、

事业编制人员专项考录工作。
干部监督：
领导干部个人事项要公开

重点加强对一把手和重点
部门、关键岗位干部的监督。探
索推行“三重一大”等重大决策
全程纪实， 推进经济责任审计
党政同审和全覆盖。

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有
关事项报告“两项法规”，探索
开展党组织主要负责人个人有
关事项在党内一定范围公开。

把“担当作为”情况作为专
项检查重要内容， 加大对不担
当、 不作为干部的问责和组织
调整力度， 制定选人用人专项
检查整改落实工作操作办法。

基层党建：
探索国企高校党代表常任制

今年确定为“基层党建质
量提升年”，实施党支部建设整
体提升工程。

强化服务发展的价值取
向， 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
织建设。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
完善村级治理机制； 以街道社
区党组织为核心， 推动城市基
层党建系统建设和整体建设；
分类推进学校、医院、科研院所
党建工作， 着力解决机关党建
“灯下黑”问题。

加强和改进党代表联络服
务工作，探索试行国有企业、高
校党代表常任制。

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
议考核制度， 探索实行随机式
常态化考核机制。

人才工程：
深入实施芙蓉人才计划

深入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
划，畅通人才跨地域、跨行业、
跨体制流动渠道， 对企业、高
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分类
推行人才支持政策。

深入实施重大人才工程，
推动重点区域、各类园区、优势
产业、 重大平台加快建成人才
集聚高地。 ■记者 孙敏坚

过去一年， 华菱涟钢各项
业绩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探索
背后原因，与行业回暖、钢铁
产品上涨有关； 更与质量提
升、 技术创新密不可分。2月1
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亲临企
业，感受和见证了华菱涟钢生
产和创新的活力。

【人才】
博士团队攀登技术高峰

在技术人员隋亚飞的引导
下， 一个生气勃勃的钢厂渐渐
浮现于记者眼前。隋亚飞说，他
也是两年前才来到华菱涟钢技
术中心， 作为北京科技大学毕
业的冶金博士， 他原本可在离
家更近的钢厂工作， 但考虑到
与自己的研究方向更吻合，才
舍近求远。如今看来，他对当初
的决定十分满意。

据介绍， 近年像隋亚飞一
样年轻、高学历的人才不断涌入
华菱涟钢。在为企业增添更多活
力的同时，更注入了创新力。

隋亚飞带领的科研团队通
过优化工艺，不仅提高了钢材质
量，而且所研究钢种的吨钢成本
降低3元钱以上。其中，电工钢在
终端用户的使用时效损耗最高
降低了75%。郭德福博士率领的
技术创新团队两个月时间就提
交出25篇分析及调试报告，使
华菱涟钢在平辊轧制技术上取
得重大突破，宽薄极限规格的板
形命中率提高20%以上，薄规格
高强酸洗板等品种钢质量问题
明显减少。从炼钢到轧钢，优秀
的高端技术人才为企业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产品】
瞄准品种钢强化质量优势

“铁水经过转炉炼制后，就
变成了普钢，再经过精炼，则成
为品种钢。”一路上，隋亚飞不
停地向记者解说着炼钢的各种
工艺和流程。

只是普钢的技术含量低，
价格和利润均不高， 因此钢厂
的真正实力往往更多地体现在
品种钢产品上。 华菱涟钢技术
中心副主任刘旭辉介绍， 在钢
铁行业内，涟钢既无规模优势，
也无运输成本优势， 因此强化
质量、 技术优势才是发展的最
佳途径。 这也是涟钢提出了质
量效益型战略的用意。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涟钢
的品种钢产量占比接近65%。

随后记者在一精炼炉前看
到， 操作人员正向炉中插入一
根长长的铁棍，顿时，红通通的
铁水从炉内飞溅出来， 抛洒出
一片火花，甚是耀眼。

“这是在测试炉子里铁水
的温度。” 隋亚飞在一旁解释
道。他告诉记者，洁净度是炼钢
的一个重要技术指标， 而温度
是影响该指标的一个因子。此
外， 加渣的过程也很关键，“加
多少， 什么时候加等都会影响
钢的质量”。

刘旭辉介绍， 就在前一天
下班后，30名来自企业技术中
心、质量管理部、车间的工作人
员陆续赶到技术中心三楼会议
室，以“如何提高钢洁净度”为
话题，开展了一场长达2个小时
的技术研讨。 自企业实施质量
效益战略以来， 这样的技术研
讨、 学习会就从没间断过。“周
一是讨论热轧技术、 周六是请
外面的教授来讲课……”

■记者 胡锐

经党中央批准， 十九届中
央第一轮巡视将对河北、山西、
辽宁、黑龙江、江苏、福建、山东、
河南、湖南、广东、海南、四川、贵
州、宁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
务部、文化部、海关总署、国家体
育总局、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国家统计局、新华社、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中粮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通用技术（集

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储
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旅
游集团公司、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30个地方、 单位党组织开展常
规巡视。根据《中国共产党巡视
工作条例》规定，对第一轮巡视
省区涉及的沈阳、 大连、 哈尔
滨、南京、厦门、济南、青岛、广
州、深圳、成都10个副省级城市
党委和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
党组主要负责人， 一并纳入巡
视范围。 ■据新华社

考察干部要看
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
新一年，湖南组织工作划定重点

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开始
将对包括我省在内的30个地方和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铁花飞溅，这里百炼成钢
走进华菱涟钢：技术创新做足“钢”文章

2月1日，华菱涟钢转炉厂冶炼车间，工人在炼钢。 记者 徐行 摄

本报2月2日讯 日前，省国
土资源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
《湖南省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
案》（简称《方案》），规划了未来
湖南绿色矿山的发展之路。根
据要求， 我省新建矿山企业必
须全部按照绿色矿山建设要求
进行建设，到2020年，全省矿
业要基本形成节约高效、 环境
友好、 矿地和谐的绿色矿业发
展新模式，完成100家在建、生
产矿山企业的“披绿”工作。

湖南省矿产资源丰富，有
“有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
乡”之称。目前，全省共有国家
级绿色矿山试点单位20个，涉
及矿种有煤炭、非金属、有色金
属、黄金、稀土等。但不少矿山
企业存在矿产资源勘查技术、
方法及理念较为传统。

《方案》提出了各级政府完
成编制绿色矿山建设工作方
案、制定建设标准、建立工作机
制、 建设示范区等6项重点任
务。到2020年前，我省将启动
首批8个绿色矿业发展示范区
的建设工作。 ■记者 潘显璇

2020年我省百家
矿山企业需“披绿”

本报2月2日讯 今天上午，
长沙市环境科学学会在长沙召
开2018年年会暨换届选举会
员大会， 选举产生28个新一届
理事会成员， 推选了蔡固平为
新一届理事会会长。

据了解， 目前长沙市环境
科学学会共有成员单位30家、
个体会员84名。 ■记者和婷婷

长沙市
环境科学学会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