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陶芳芳） 记
者从2014年12月31日召开的开福区经
济工作会议上获悉， 该区2014年完成
地方财政总收入107亿元， 同比增长
24.2%， 首破百亿大关。 2014年该区
投入民生资金共计40亿元， 占公共财
政预算支出比重高达82%。

近年， 开福区大力实施“金融强
区、 保税特区、 物流名区、 商贸旺区、
工业兴区” 的“五轮驱动” 发展战略，
金融业异军突起。 2014年， 区域性金
融机构总部新引进5家， 达到35家， 金
融业税收占比达25%。 同时， 该区致
力招大引强， 优化产业结构， 高岭国
际商贸城一期100万平方米开工建设，

传化智能公路港、 阿里巴巴·开福产业
带等一批战略性项目签约落户。 万
达广场、 北辰、 泊富等一批重大项
目迅速发力 ， 项目拉动创税 25亿
元。 该区经济实现持续稳定增长，
地方财政总收入连续5年以超20%的增
幅增长。

该区加大民生支出， 2014年改扩
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个， 解决6个社
区 （村） 10000余人安全饮水问题， 发
放低保资金6858万元； 新建长雅中学、
清水塘三小、 周南附小等一批优质学
校； 此外， 还将1200余名环卫工人纳
入社保体系， 通过“一卡通” 发放惠
农补贴2252万元、 66000人次。

开福区财政收入首破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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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乔伊蕾
通讯员 郑亚邦）2014年10月底至12月
上旬，省委6个巡视组分别对省信访局、
省地税局、省有色金属管理局、省扶贫
办、省统计局和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
等单位开展了2014年第4轮巡视工作。
近日，省委巡视组向被巡视单位反馈了
巡视情况。 同时，将反映领导干部的问
题线索，按有关规定移交省纪委、省委
组织部和有关部门处理。

省委巡视第一组组长余长明代表
省委巡视第一组， 向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信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严和党组领
导班子进行了反馈。 在反馈意见中，巡
视组指出巡视期间干部群众反映的问
题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重视不
够、监督不力、纪检监察机构不健全，少
数信访干部存在以访谋私行为，救助资
金使用管理存在突出问题。 作风建设方
面， 对新形势下信访工作研究不多、创
新不够，“四风”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还
没有完全整改落实到位。 选人用人方
面，机关竞争上岗不规范，违规超职数
配备干部， 干部轮岗交流制度还不健
全，执行人事纪律还不够严肃。

省委巡视第二组组长陈克鑫代表
省委巡视第二组， 向省地税局党组书
记、局长张云英和党组领导班子进行了
反馈。 在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巡视
期间干部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党风
廉政建设方面，少数领导班子主体责任
意识不强、纪检干部被边缘化，个别班
子成员廉洁自律不够，一线纪检监察组

织惩处职能发挥不够。 作风建设方面，
“四风”问题仍有反映，各类培训基地偏
多，资金的使用和管理不够规范，依法
治税不够严格。 执行政治纪律方面，在
基层办公楼建设上把关不严， 规模超
标。 执行民主集中制和选人用人方面，
民主决策有待进一步增强。 机构设置、
职数配备、 用人程序等方面不尽规范，
市局、县局领导班子年龄结构欠优。

省委巡视第三组组长刘庆选代表
省委巡视第三组， 向省有色金属管理
局党组书记、 局长宋建明和党组领导
班子进行了反馈。 在反馈意见中， 巡
视组指出巡视期间干部群众反映的问
题主要是： 党风廉政建设方面， 落实
主体和监督责任有所缺失。 事企不分，
存在廉政风险。 对直属单位监管欠严，
有的直属单位本部及其子公司存在不
少问题。 选人用人方面， 干部轮岗交
流机制不够科学， 干部使用上存在重
提拔、 轻监管的现象， 直属单位进人
不够规范。 作风建设方面， “四风”
问题仍然存在， 机关“庸懒散” 现象
还有市场， 出国审批和福利发放不规
范。

省委巡视第四组组长高克勤代表
省委巡视第四组，向省扶贫办党组书记
王志群和党组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 在
反馈意见中，巡视组指出巡视期间干部
群众反映的问题主要是：党风廉政建设
方面，重视不够，机关财务管理比较混
乱，政策调节资金分配存在权力寻租空
间。 (下转2版)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唐婷
田甜）2014年12月31日下午，省委书
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以普
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所在的省委办公
厅综调室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他强
调，党内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尊
卑之别， 每名党员都是党组织的一
分子，都应该在支部这个“大熔炉”
里经受锻造，实现党性的升华。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文
参会。 省委常委、省长株潭两型试验
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文雄作
为支部一员参会。

这是徐守盛第二次以普通党员
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2013年11月22日， 徐守盛就曾作为
支部一员，与大家一起过组织生活。

在2014年最后一天参加组织生
活会， 把抓党建作为一年工作的收
尾， 徐守盛说，“我算是给大家带个
头， 就是要号召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尤其是领导干部严格贯彻执行党章
规定和中央要求，带头过好‘双重组

织生活’， 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常态
化、规范化、长效化。 ”

组织生活会从下午2点半一直
开到5点半，扎扎实实开了3个小时，
支部9位同志无一人缺席。 党支部书
记代表支部通报了组织生活会准备
情况和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情
况，3位负责同志围绕严格党内生
活、严守党的纪律、深化作风建设，
深入践行“三严三实”和“五个坚持”
要求分别作对照检查发言， 其他同
志逐一开展批评。 大家不讲客套、坦
诚相见， 组织生活会开得严肃、深
刻、实在。

徐守盛全程参会， 一边听取发
言，一边认真记录。 他联系自己的成
长经历、工作实践与大家亲切交流。
他说，党支部组织虽小，却是锻造优
秀干部、锤炼优良党风的“大熔炉”，
每一个党员都应该在这个“大熔炉”
中经受淬炼，实现党性的升华。

徐守盛评价这次组织生活会贯
穿了从严从实要求，提升了思想，增

进了同志间的交流沟通， 展现了支
部成员良好的政治素养、 过硬作风
和精神状态。 他指出，严肃党内政治
生活尤其是党内民主生活， 是加强
党的建设、 全面推进从严治党的重
要方面。 作为领导干部，既要参加党
委(党组)定期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又
要带头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
会，带头过好“双重组织生活”。

“省委办公厅是全省机关之
首， 大家在办公厅工作， 一言一
行、 一举一动都是基层干部群众观
察感受省委施政理念、 作风建设的
窗口。” 徐守盛对支部全体同志提
出殷殷寄望， 希望大家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办公厅调研
视察时提出的“五个坚持” 指示要
求， 加强能力建设、 支部建设和作
风建设， 做到政治上更加坚定、 业
务上更加精良、 作风上更加过硬、
纪律上更加严明。 要始终对党忠
诚， 严守政治纪律， 时刻保持清醒
头脑， 坚定理想信念， 确保政治上

不动摇、 不迷失、 不糊涂。 要自觉
强化党员意识， 更好发挥党员作
用，从严从实管好自己，切实将爱党
忧党、兴党护党的责任落小、落细、
落实， 以自身的模范带头去影响周
边人，去团结凝聚广大群众，时刻注
意维护好党的形象， 维护好省委的
形象。 要紧扣全省中心大局，立足岗
位敬业奉献， 突出决策参谋服务主
业主责，贴近决策部署、贴近省委思
路、贴近群众意愿，增强国际视野和
战略思维，加强调查研究，多向省委
反映基层和人民群众的期待呼声；
树立远大志向，涵养静气定力，甘居
幕后、淡泊名利，专心致志、心无旁
骛地做好工作。 要加强支部队伍建
设，恪守为民务实清廉，在严肃的党
内政治生活锻炼中， 增强支部的凝
聚力、战斗力，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
线和行为底线； 进一步加强学习和
理论武装， 努力成为“提笔能写、
问策能对、 遇事能办” 的“多面
手”。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 元旦假期在阳光的陪伴
下落幕。 阳光温暖，利于返程，然而雾霾
作祟，对于新鲜到来的2015，毕竟是件
憾事。

在静稳天气条件影响下， 省内各地

频受雾、霾袭扰。今晨，省内52县市雾气再
起，其中洞口、溆浦、邵阳等地还出现霾。4
日为新年的首个工作日， 省气象台预计，
三湘大部为多云天气，气温回升；霾天气
将持续，对空气质量造成一定影响。

从周一开始我们可能要暂时和阳
光作别了。 气象预报说，4日晚上开始，
强冷空气登陆三湘，省内将会出现一次
降温降雨天气过程， 其中5日至7日，湘
中以北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寒潮天气，大
家要提前留意。

湖 南 日
报 1月 3日 讯
（ 记 者 肖 军
通 讯 员 章
斌 ） 元 旦 假
期，洪江古商
城 景 区 营 销
部 负 责 人 刘
路 文 一 直 在
兴奋之中，因
为 元 旦 小 长
假 首 日 就 迎
来 了 近 万 游
客，较去年同
期 增 长 了
33.5%。 据他
介绍，景区采
用 全 国 首 创
的 穿 越 游 模
式颇受青睐，
吸 引 了 通 过
自 驾 、 旅 行
社、高铁等多

路前来的游客探访。
自怀化去年12月16日开

通高铁以来，洪江古商城适时
推出了“高铁票就是通行证”
的优惠政策，每日都有多批游
客来古商城游玩。 记者在中国
铁路客户服务中心了解到，元
旦小长假长沙至怀化的高铁
已是一票难求。 刘路文说：“小
长假首日，我们就接待了上千
位持高铁票前来的游客。 ”

1月3日， 徜徉在古商城，
来自长沙的李先盛告诉记者：
“现在长沙到怀化相当方便，
来洪江古商城游玩就像长沙
周边游，听说高铁票可以直接
来玩， 我就带着全家一起，坐
坐高铁，逛逛古城。 ”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彭希 许莹) 记者今天从
长沙边防检查站获悉， 今年元旦假
期， 长沙口岸共检查出入境人员
7359人次，出入境航班55架次，较去
年同比分别增长152.3%和71.9%。

据长沙边检站负责人介绍，今
年元旦客流小高峰的出现， 主要是
我省居民出境旅游观光的人越来越
多，泰国、韩国、德国等成为我省居
民出境游主要目的地。

为确保节日期间口岸安全稳定，

长沙边检站提前部署， 安排专人主动
联系航空公司， 提前了解掌握节日期
间的航班动态和旅客数量， 同时开通
了旅游团队专用通道，细化工作流程，
为旅客提供了便捷、高效、顺畅的通关
环境，受到广大出入境旅客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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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巡视组
反馈第四轮巡视情况

上班第一天 感受暖洋洋
今晚起强冷空气登陆,5至7日部分地区有寒潮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刘微） 新年伊始， 湖南图书馆
推出“新化罗洪邹氏舆图世家馆藏文
献展”， 梳理新化邹氏7代30多人在舆
地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 展出他们的
著述、 舆图、 信札等馆藏精品。

新化邹氏享有“七代共攻舆地，
百年独领风骚” 的盛誉， 其家族以绘
制地理为擅长。 从清乾隆末年起到20
世纪70年代， 邹氏祖孙7代传承， 致力
于舆地学研究， 著书立说学有所成者
多达200余人， 著作近200种， 印刷出
版地图300余种。

邹氏舆地学老祖为邹文苏， 其妻
吴珊师承其父吴兰柴舆地之学。 邹文
苏和吴珊生有6个儿子， 他们创办“古
经堂” 对儿子进行传统文化和舆地知
识的教授， 使6个儿子在舆地学上个个
皆有建树， 时人称之为“邹氏7子”。

本次展览， 梳理新化罗洪邹氏7代
30多人在舆地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
让更多人了解为中国近现代舆地学作
出巨大贡献的新化邹氏家族。 同时展
出他们的著述、 舆图、 信札等馆藏精
品， 其中有的是刻本， 有的是抄本，
非常珍贵。 展览时间至2月28日。

“七代共攻舆地， 百年独领风骚”

邹氏世家立言者200余人
省图书馆专题展出珍贵馆藏文献

徐守盛参加省委办公厅综调室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支部组织虽小 熔炉作用很大

1月3日下午， 长沙星沙收费站， 进城通道上的汽车排起了500多米的长队。 当日是元旦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长
沙各高速公路收费站出现返程高峰。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1月2日 ， 长
沙地铁1号线湘雅
路站施工现场 ，
中铁十七局工人
放弃休假加紧施
工 。 元旦小长假
期间 ， 很多劳动
者坚守工作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郭茶发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邓小波

2014年12月31日17时，平江县
龙门镇中心小学放假迎新年。

四年级同学围住50岁的班主任
方小燕：“方老师新年快乐！ 祝老师
平平安安！ ”

孩子们捧出6个红苹果送给她，
58张笑脸像苹果一样红扑扑的。

方小燕满心感动：“孩子们，谢
谢你们！我爱你们！我祝你们新年平
安成长！ ”

“爱，是最好的教育”

18岁开始， 方小燕在平江县最
偏远的龙门镇教书，先后在丰岭、来
芳、丰富和镇中心小学执教，一干32
年。

刚参加工作时，校舍陈旧，课
桌椅缺胳膊少腿， 三四十个学生
分 3个年级 ，校长、班主任 、各科
老师、炊事员都是她。从当上老师
第一天开始 ， 她就崇尚 ：“爱 ，是
最好的教育。 ”

去年下学期， 方小燕又接手一
个六年级班。 班上吴三宝同学2岁时
父母离异，跟着奶奶生活，学习成绩
倒数第一。

方小燕找他谈心。 三宝说：“老
师，我不是个好孩子。 ”

方小燕说：“你是个好孩子，老
师爱你！ 只要用心，你一定能做得更
好！ ”三宝听了这话，眼泪哗哗落下
来。

每天晚上， 方小燕义务为三宝
和吴小江同学补课两小时。 他俩的
成绩很快赶了上来。

2014年3月9日， 是三宝12岁生
日。 方小燕带着10多个学生，送去了
他从未吃过的生日蛋糕， 还送了很
多礼物。 三宝感动得哭了。

她用自己的白米饭 ，
换掉学生的红薯丝

感动常在。

徐发家生病时， 方小燕抱着她
给别的同学上课；

郑金爱的饭钵里，只有红薯丝。
方小燕用自己的白米饭， 换掉她的
红薯丝，并送给她一大袋米；

林凰飞阑尾炎发作， 方小燕背
着她，一路小跑5公里，送到镇卫生
院，做好手术；

郑焕良冬天赤脚上学， 方小燕
给他买了棉鞋、棉袄；

许真艳三姐妹读小学1至4年
级， 学费、 学习用品全是方小燕送
的。

去年4月一天，方小燕给吴杏芳
补课，发现他悄悄掉眼泪。

（下转3版）

方老师，映山红是对您最高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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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人“出境游”兴致高涨
长沙口岸元旦期间现客流小高峰， 同比增长1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