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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13日讯 今天上午，省
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2018年党风
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
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出
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刻领会党的十
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
署， 准确把握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
线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 以更
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面从严治党走
在前列。

会议传达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精神和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忠诚与
背叛》，4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16
个单位进行了书面交流， 安排部署
了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
工作。 ■记者 王智芳

本报3月13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市民政局获悉，春节期间，长沙
市各级干部、 党员开展走访慰问活
动，共筹措资金超1.45亿元，慰问困
难群众约25万人次。

在此次走访慰问活动中， 长沙
各区县也是各显其能。其中，长沙县
与往年一样， 仍将全县孤儿纳入了
慰问范围，以4000元/人为标准，还
将中重度慰问对象病种增至16类。
天心区创新发放方式、活动方式，充
分发挥社区志愿者作用， 组织专业
志愿者800多人， 走访慰问各类群
体3000多人次。 ■记者 杨昱

本报3月13日讯 本周，我
省多阴雨天气， 周四前气温起
伏不大， 维持在常年同期偏高
的水平。16-18日受冷空气分
股南下影响 ， 气温将下降
6-8℃， 公众注意适时调整衣
着，谨防感冒。此外，春耕时节，
农民朋友也要及时关注天气，
做好春季作物的播种和田间管
理等工作。

今天开始， 湖南将连续迎
来两轮降水过程。 省气象台预
计，13-15日大部地区以小雨
为主，局地中到大雨；较强降水
将在周末来袭， 并伴有雷电等
强对流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3
月中旬阴雨日数较多， 需防范
局地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
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蒋丹

本报3月13日讯 今
日，2018年湖南省易地扶
贫搬迁工作情况通报会召
开。 会议通报，2017年我
省已基本完成35万人易
地搬迁 、714个集中安置
项目 、9.5万套住房的任
务。 此外，2018年我省还
将再接再厉攻坚， 全面完
成“十三五” 总体目标任
务， 全省要完成28万人易
地搬迁（包括2017年提前
实施的7万人）。

去年我省35万人
易地搬迁

“我们去年底搬进来
的， 真正的拎包入住。”怀
化市鹤城区易地扶贫搬迁
黄金坳集中安置点———花
果园小区的搬迁户丁人岩
指着灶台、 吊灯乐呵呵地
说，“这些搬进来之前都整
好了，水龙头一拧，自来水
哗哗地流了出来。”

和丁人岩一样， 不少
老百姓都享受到了搬迁的
红利。 据省发改委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7年我省35
万人易地搬迁。 省发改委
等部门还对存在问题多的
花垣、慈利、辰溪、衡南、湘
阴、 回龙圩、 攸县等7县
（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进行
了约谈。 对整体工作推进
不力、存在问题突出、年度
成效考核综合评分靠后的
麻阳、隆回、泸溪3县党政
主要负责人进行问责。

严守住房面积
政策“红线”

“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
目的。” 省发改委党组成员、
省湘西办主任周震虹介绍，
2018年，将完成剩下的21万
人搬迁任务的目标， 确保所
有项目在今年5月底前全部
开工建设。同时，加大后续帮
扶力度，坚持“以产带迁”“以
业促迁”，推进后续脱贫产业
的发展。

搬到哪里？ 老百姓如何
搬？对此，周震虹表示，在安
置方式上， 我省将一律实行
集中安置， 不允许进行分散
安置、购房（货币）安置。安置
规模要求达到30户以上，选
址上主要在县城、中心镇、产
业园区、 乡村旅游区等人口
聚集、有产业基础的区域。同
时，对2017年7月15日前，每
户允许增建的不超过25㎡生
活附属用房， 建设资金由各
县（市、区）政府承担。而人均
面积在已增加25㎡基础上住
房再超面积和原址重建的，
一律予以清退， 不再享受易
地搬迁政策。

此外，省发改委还强调，
今年我省还将严格落实国家
关于建档立卡户不因搬迁负
债的要求， 切实加强建房成
本控制， 确保建档立卡搬迁
户自筹资金人均不超过3000
元、户均不超过1万元，避免
搬迁户因自筹资金过多加大
脱贫难度。

■记者 卜岚

北起新民路、南至王家湾，
长约5.3公里的麓山南路，因为
穿过湖南师范大学、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三所学府， 而被称为
不可复制的大学城之路。

3月13日， 临近中午12点，
这条大学城上十万学子的主要
通行道路开始渐渐繁忙起
来———路上布满了学生。 沿线
两旁商铺脚手架上， 一部分工
人正对建筑二楼外立面进行整

治改造，地面上，另一部分工人
正准备对挖开的人行道路面做
重新铺装。

麓山南路的提质改造在去
年开始，根据设计，麓山南路将
由目前的四车道缩减为三车
道， 由双向通行改为由南往北
单向通行， 由北往南仅限公交
车辆通行，专设自行车道，实现
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公交
车各自路权独立。

5月可骑行上麓山南路看后湖美景
设骑行道、变单行线，麓山南路忙整容 后湖5月蓄水，变身国际艺术园

省直宣传文化战线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

今年我省将完成28万人易地搬迁
一律实行集中安置，不允许进行分散安置、购房（货币）安置

长沙筹资超1.45亿元
慰问困难群众

今起将连续迎两轮降水过程

再忍受3个月的通行不便，今年夏天时，麓山南路就
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大学城内。目前，麓山南路提质改
造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麓山南路改造的同时，后湖改造
等其他项目也在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内同步进行中。

今年是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三年行动计划中的第
二年，按照计划，今年将全面实施项目建设推进、征地拆
迁攻坚、科创产业引育、环境管理提升四项工作计划。

■记者 叶子君

麓山南路提质改造是岳麓
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的首发项
目，后湖国际艺术园也是岳麓山
国家大学科技城的重点项目。岳
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核心区空
间范围为西二环-金星中路-咸
嘉湖路-潇湘大道-南二环，面积
约23平方公里，校区、景区、城区
三个部分的面积占总用地比分
别为20%、42%与38%。

根据《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 城 建 设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17-2019）》， 到2019年，大
科城将成为支撑长沙、 引领湖
南、 辐射中西部的科技创新动
力源，形成以“三湖”（西湖、桃
子湖、 后湖）“两纵四横”（麓山

南路、潇湘大道和阜埠河路、新
民路、桃子湖路、牌楼路）、多节
点（湖南师大二里半、湖南大学
超算中心、湖南大学登高路口、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
岳麓科技产业园）的产业格局。

近日， 岳麓区召开了2018
年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整治
建设工作推进大会，根据安排，
岳麓区将以“品质提升、合作共
创”两大工程为重点，全面实施
项目建设推进、征地拆迁攻坚、
科创产业引育、 环境管理提升
四项工作计划， 将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打造成为全国领先
的自主创新策源地、 科技成果
转化地和高端人才集聚地。

在麓山南路的南侧， 一处
水面面积达到600亩的后湖正
在进行驳岸与湖中岛栈桥的建
设，在过去的数个月里，后湖已
经接受了清淤与截污处理。

来自中建集团的现场施工
负责人介绍，建设完成后，后湖
将在今年5月完成蓄水。为了增
强水体的自净能力， 他们将利
用微纳米曝气系统、 微生物活
化系统等技术， 对水质进行净

化与处理。另外，他们还会在岸
边种植挺水植物、 湖中设置生
态浮岛、湖底种植沉水植物等，
再逐步向水中引入螺、贝、鱼、虾
类等高级水生动物，以形成多级
生物链的良性生态循环系统。

根据计划， 规划面积2110
亩的后湖国际艺术园将打造成
集原创艺术创作交易、 湖湘文
化展示、艺术休闲娱乐、传统文
化传承于一体的艺术园区。

麓山南路提质改造

后湖今年5月蓄水

大学科技城明年成型

3月13日，长沙市板塘村万家丽路人行天桥在各种绿色植物装扮下，令人赏心悦目。
近日，该市雨花区已完成板塘村人行天桥、树木岭立交桥等11处桥梁绿化全覆盖，为原本
钢筋水泥结构的桥梁穿上一层“绿衣”。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绿色走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