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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9日讯 今天下
午，省委召开巡视工作专题
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强调，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巡视
工作思想， 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巡
视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
自觉主动接受中央巡视组
的“政治体检”，以奋发有
为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工
作业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对湖南的关怀厚
爱。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

乌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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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毅、刘莲玉等全
体在长省领导出席。

扎实推动
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杜家毫指出，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
全面从严治党，将巡视工作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
利器，不断赋予巡视制度新
的活力，实现了全面从严治
党和巡视工作的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就巡视工
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并不断丰富发展，形成了系
统科学的习近平巡视工作
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我们从严管党
治党、做好巡视工作提供了
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
我们要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
巡视工作思想的丰富内涵
和精神实质， 以发现问题、
推动解决问题为目的，以不

断提高监督质量为支撑，以
严明纪律和落实责任为保
障，扎实推动党中央关于巡
视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湖南
落实落地。

主动接受巡视
自觉接受检查

杜家毫指出， 十九届
中央把湖南作为首轮巡视
的省份和单位之一，充分
体现了对湖南的高度重
视和关怀，既是对我省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履行管
党治党责任的一次“政治
体检”，是对全省各项事业
发展、 领导班子和干部队
伍精神状态的一次“全面
检阅”，也是对十八届中央
巡视整改情况的一次“回
头看”。我们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 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精神和
中央巡视组的工作要求上
来，高度重视、严肃对待，
主动接受巡视、 自觉接受
检查、诚恳接受监督。要把
主动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
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服从中央巡视组的统一调
度安排，坚持党性原则，实
事求是汇报工作， 客观真
实反映情况， 优质高效做
好各项准备和服务保障工
作， 为中央巡视组来湘开
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和条
件。 要认真学习对标中央
巡视的做法， 扎实做好我
省巡视巡察工作， 突出政
治巡视定位， 坚持问题导
向，强化上下联动，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从严从实加强巡视队伍建
设。

■记者 贺佳

本报2月9日讯 今日，2018年
全省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在长沙举
行。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我省将
研究制定在权属不变、符合土地和
城市规划条件下，非房地产企业依
法取得使用权的土地用作居住用
地的办法。同时，还将构建国土空
间开发保护制度等。

土地资源配置向“三农”倾斜

今年，我省将继续落实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优先保障
重大产业、 脱贫攻坚等用地需求，
继续推动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
产能， 严把新增产能用地用矿关
口，决不向产能过剩和低水平重复
建设项目供地批矿。

我省将制定实施全方位支持
乡村振兴战略的国土资源政策措
施，将土地增值收益、资源配置更
多投向“三农”。同时，统筹推进农
村土地制度改革、推进村土地利用
规划编制实施、完善农村土地利用
管理政策体系、稳步推进国土综合
整治等。

非房地产企业将可拿地建房

完善和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的基础性土地制度提上日程。我省
将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
来炒的”定位，改变政府作为居住用
地唯一供应者的情况， 研究制定在
权属不变、 符合土地和城市规划条
件下， 非房地产企业依法取得使用
权的土地用作居住用地的办法，推
动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同时，为支持脱贫攻坚，我省
将用足用好国土资源支持政策。

我省将拓展城乡建设用地增
减挂钩政策。允许集中连片特困地
区、国家和省扶贫工作重点县节余

指标在省域内有偿流转，允许将废
弃工矿用地及其他闲置农村建设
用地纳入易地扶贫搬迁增减挂钩
拆旧区范围。

实施特殊的用地保障政策。对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
重点县专项下达新增建设用地计划
600亩，为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专项
下达225亩。同时，深度贫困地区开
展增减挂钩不受指标限制，重大急需
项目允许边建边报、边占边补。

探索建立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年，我省将探索建立自然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以土地用途
管制为基础，在城步苗族自治县开
展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试点，将
用途管制逐步扩大到所有自然生
态空间，制定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
制规则，实行区域准入和用途转用
许可制度，实施自然生态空间开发
利用和保护地理国情监测，推进国
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和国土空
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同时，将开展湘江流域露天开
采非金属矿专项治理，加强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将我省现行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备用金调整为矿山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继续推进娄底锡矿
山、郴州三十六湾等重点区域地质
环境整治。

此外，今年我省将加快地质灾
害综合防治体系建设，全面实施调
查评价、监测预警、搬迁避让、工程
治理、能力建设五大工程，制定实
施《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加强地质灾
害防治三年行动计划》，开展100处
以上重要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实施
3000户以上搬迁避让。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王丽容 彭小云

本报2月9日讯 今天， 由中
国智慧城市工作委员会、 湖南省
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湖南红色
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的“2018萌
宝首届老年春节联欢晚会” 在长
沙实验剧场举行。十余个来自省、
市的老年艺术团参演， 吸引近千
名观众现场观看演出。 晚会节目
形式丰富多彩，内容精彩纷呈，生
动体现了新时代老年群体对精神
文化生活的新追求。

晚会艺术总监彭剑表示 ，
2018萌宝首届老年春节联欢晚
会展示了新时代老年人的风采风
貌与文化自信， 为老年朋友提供
了展示自我、 演绎精彩人生的舞
台。 希望通过活动激发老年人参
与新时代社会文化建设的热情，
共享文化发展新成果，弘扬爱老、
敬老、孝老、助老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倡导文化养老、创新文化养
老， 以文化自信引领新时代老龄
事业发展。

据记者了解，“魅力夕阳红
福满中国梦”2018湖南萌宝首届
老年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国智慧
社区惠民爱心工程” 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8年， 中国智慧城市工
作委员会将致力于“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
有所乐” 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目
标，依托“中国智慧社区惠民爱心
工程”， 联合相关权威机构主办
“社区文化节”和“老年艺术节”等
活动，展示老年群体风采，创建促
进老年文化交流的品牌性窗口。

■记者 李琪

本报2月9日讯 今日
上午，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
长沙召开。会议指出，近五
年来我省公安工作取得长
足发展进步，公众安全感始
终保持在95%以上，人民群
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连
年上升。

会议部署了2018年全
省公安工作的总体思路，即
抓好政治建警系列工程、
“集打斗争”和“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 三年禁毒大行
动等10项重点工作， 努力
实现三个“零发生”、 两个
“下降15%”、精简“五个三
分之一”、数据总量翻一番、
破案增长、发案下降等工作
目标。

会议强调， 公安机关
要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把扫黑除恶与反腐
结合起来，与基层“拍蝇 ”
结合起来，对涉黑涉恶犯
罪案件，一律深挖其背后
腐败问题 ； 对黑恶势力
“关系网”、“保护伞” 一查
到底。

省公安厅全体厅党委
成员、正副巡视员、副厅级
干部出席会议，厅属各单位
主要负责人、各市州公安局
局长、警令部主任，各县市
区公安局局长，衡铁、怀铁
公安处处长、办公室主任参
加会议。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杜家毫在省委巡视工作专题会议上强调

自觉主动接受中央巡视组“政治体检”

打造文化养老新平台
湖南老年春晚
小年璀璨绽放

非房地产企业将可拿地建房
贫困地区新增扶贫用地指标 探索建立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对黑恶势力“保护伞”一查到底
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长召开
布局2018公安工作

2月9日晚，由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文化厅、湖南广播电视台和湖南演艺集团主办的2018年湖南新春音乐会在
湖南大剧院举行。 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