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瑶”品牌带活隆回旅游

《意见》明确，要将县市区委书

记的培训纳入全省干部教育培训

计划，新任县市区委书记的培训要

在任职后1年内完成， 县市区委书

记5年内参加上级党校、 行政学院

或组织部门认可的培训时间累计

不少于3个月。

此外，还要通过分类研究制定

适用于不同县市区情的县市区委

书记考核评价体系，每年对县市区

委书记进行考核，县市区委书记要

在县市区委全委扩大会或领导干

部大会范围内述职述廉，接受民主

测评和民主评议。省委组织部在综

合各方面情况的基础上提出年度

考核评价意见。考核结果和民主测

评满意率，要作为奖惩任免县市区

委书记的重要依据。

通过实行县市区委书记个人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经济责任审计制

度、述职述廉制度、党务公开制度，

来有效监督县市区委书记。

【监督】 每年进行考核，接受民主测评和评议

永州问计于民

促发展

本报8月24日讯 永州在开

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注重听取民意、吸纳民智、惠

及民生。 党委民主生活会向社会

开放， 一位与会的党外人士说：

“我能参与党内民主生活会是过

去想都不敢想的， 这样的党内民

主值得发扬光大。”

通过听取民意， 永州解决了

不少涉及民生的实际问题。 市里

组建的11个企业帮扶工作小组，

5月初进驻到35家重点企业后，

为企业融资1.2亿元，解决各类实

际问题78个。截至5月底，全市32

项为民办实事项目中，有7个项目

即将或已完成全年任务，11个项

目任务已完成过半。今年1-5月，

全市共为城乡低保对象发放低保

金8797.78万元， 为43.57万城乡

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生活补贴资

金5245万元，为1707户建起了城

镇廉租住房， 帮助返乡农民工转

移就业23万余人。

■记者 刘燕娟 实习生 曾江 吕晶

2009年8月25日 星期二 编辑/徐焰 图编/言琼 美编/陈青青 校对/李辉

A18

湖南·省情

长沙千龙湖生态粮油加工有限公司和长沙千龙湖水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协商，并经两公

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长沙千龙湖生态粮油加工有限公司以吸收合并方式将长沙千龙湖水

产开发有限公司予以合并，合并后长沙千龙湖水产开发有限公司予以注销，债权债务由吸

收合并后的长沙千龙湖生态粮油加工有限公司承继。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 请各公司债权人自登报日起 45 日内要求公司请偿债权债务或提

供相应的担保。 各公司债权人未在限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公司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

实施。

特此公告。

合并公告

地 址：望城县格塘乡

联系人：任维

电 话：0731-88342301

长沙千龙湖生态粮油加工有限公司

2009年 8月 25日

常德丝弦艺术

“破茧成蝶”

（上接A1版）建国前，常德丝

弦艺术几经兴衰， 丝弦艺术近于

失传。 新中国成立后， 常德各地

陆续成立了民间艺人演出组，政

府有关部门组织力量， 搜集整理

传统曲目， 文艺工作者与民间艺

人共同改革丝弦，创作新曲目，常

德丝弦艺术获得新生。

1997年，“常德丝弦艺术团”

成立。当年，该团的丝弦节目《待

挂的金匾》 赴南京参加全国第七

届“群星奖”颁奖晚会演出，荣获

金奖。2005年， 常德丝弦被国务

院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常德丝弦艺术团” 的成

就引起了相声界泰斗马季和姜昆

的关注， 他们先后担任该团名誉

团长。

■记者 李国平 通讯员 陈志强

本报8月24日讯 今天上午，常

德市公安局通报： 经过4个多月的

缜密侦查， 成功破获一起特大非法

制造、贩卖假发票案，涉案票面金额

高达10多亿元，这是常德市近年来

查获的最大一起假发票案。

浙江籍制贩团伙落网

今年4月以来， 常德市公安局

经侦支队接到群众多次举报，有一

以浙江台州籍人为主的贩卖假发票

团伙， 在常德市猖狂制造和非法销

售各种假发票。 公安民警与税务稽

查人员侦查发现， 贩卖假发票的犯

罪嫌疑人方某、陈某、林某等人均系

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人， 他们以亲

戚、老乡、朋友为纽带，结成制贩假

发票团伙。

7月30日中午， 民警通过街头

监控录像进一步掌握了方某等人在

市建设路街头某小学校附近与他人

暗中交易假发票的整个交易过程。8

月21日中午，民警掌握到方某等将

在市人民路某大酒店聚会的线索

后，迅速展开抓捕行动，从而一举将

正在饭桌上喝酒的3人抓获归案。

民警顺藤摸瓜， 在嫌疑人藏匿

发票的窝点内， 查获了制造各种假

发票的电脑4台、印制发票设备2套

和可开具金额达10亿多元的各种

空白增值税、车辆完税、产品销售、

机控和普通裁剪 、 定额发票达

15000多份， 其中仅万字开头的发

票就有4000多份，另有3000多份无

限额发票， 伪造的各种税务机关行

政公章、业务印章40多枚。他们所

制的假发票十分逼真， 用肉眼一时

难以分辨。

买家多是建筑公司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方某、陈

某、林某3人供认从去年以来，他们

在常德将非法制造的假发票、 假税

票销售给一些不法单位和个人，并

按票面金额2%至4%收取费用，每

人每月非法所得数十万元， 造成国

家财政每月税收损失数百万元。

到底是哪些公司去开了假发

票？常德市地税局表示，目前初步调

查发现，大部分是建筑公司。8月22

日，涉嫌偷逃国家税款30多万元的

某公司经理熊某被抓获归案。

常德市地税局表示， 将把购买

假发票的单位列入专项检查对象，

前几年的账也将一并检查。

■记者 刘璋景 通讯员 吴林芳

10亿元假发票大案震惊常德

浙江籍制贩团伙猖狂制假，肉眼难分辨 买家多是建筑公司，这些单位将被查账

久在基层不吃亏！省委推出22条新规，加强县市区委书记队伍建设

县委书记任免由省委常委会决定

特别优秀的可以破格提拔，也可作为地厅级正职后备人选培养

提拔的干部每年须接受评议考核，任期内一般不得调动

大学生村官积极创业

本报8月24日讯 今天下午，

全省大学生村官创业成才座谈会

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

勉励大学生村官，立足当地实际，

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专业特长，

积极投身创业实践， 在自主创业

的大舞台上奉献青春。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彭牡

300亿治理环洞庭湖农田

本报 8月24日讯 我省将开

展两个重大耕地保护项目预算超

过350亿。其中，环洞庭湖基本农

田整理工程总规模1142万亩，总

投资300亿元以上， 分三期实施。

目前已向国家申报第一期工程，

建设规模296万亩， 总投资70亿

元， 其中申请国家重大工程专项

资金40亿元， 预计可新增优质耕

地22万亩，增加粮食产能23亿斤。

■记者 张家根

9月22日，高校大阅兵

本报8月24日讯 今天，290名

本科09级新生来到湖南师范大学

报到注册，开启他们的求学之路。

据了解， 这也是我省第一批高校

新生入学。

其中，有290名新生将顶着烈

日，开始近一个月的训练，全力备

战 9月22日湖南师大体育场举行

的湖南省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高校大阅兵。

■记者 苏艳萍 通讯员 郑海勇

省

内

短

讯

“不让综合素质高的人吃亏、不让干事的人

吃亏、不让老实人吃亏”。近日，我省出台《贯彻落

实〈关于加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若干规定〉的

意见》，22条新举措真实承诺了省委对干部，特别

是基层干部“三个不吃亏”的用人导向。

日前， 我省新提拔19名县委

书记升格为副厅级干部。除3人因

工作需要另有任职， 其余16人兼

任县委书记。这次提拔的干部，都

是在县一级党政主要领导岗位任

职时间相对较长、 政治上坚定可

靠、工作上勤勉务实、政绩比较突

出、群众公认的优秀县委书记，任

县长、 县委书记时间最长的达9

年，最短的4年。

这是省委高度重视县委书记

队伍建设的又一力举， 是省委加

强县委书记队伍建设的一系列举

措的延伸和拓展， 其意义不是简

单地解决干部待遇问题， 目的是

引导和鼓励大家热爱基层、 扎根

基层， 更好地在县委书记岗位上

建功立业。进一步彰显“三个不吃

亏”用人导向和重视基层、加强基

层、服务基层的工作导向。

■记者 刘燕娟

实习生 曾江 吕晶

我省提拔19名县委书记为副厅

重用符合“三个不吃亏”要求的县委书记

新闻回放

对县市区委书记的选拔任用，

《意见》对调整补充建议、民主推荐

人选、组织考察、充分酝酿、讨论决

定等程序进行了进一步规范完善。

规定县市区委书记的任免，须经省

委常委会议审议决定。新任县市区

委书记的，由省委组织部进行任前

公示。

同时，注重从有地方基层领导

经历的干部中选拔县市区委书记。

从上级机关和高等学校、 科研院

所、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交流的干

部， 如无地方基层领导工作经历，

一般不直接任用为县市区委书记。

【新规】 任免须由省委常委会决定

县委书记级别不高，但责任重

大。为了鼓励县委书记安心基层干

事创业，《意见》对县市区委书记岗

位上工作时间较长、 表现优秀的，

明确可以在职级、待遇等方面给予

适当倾斜。 对那些长期在条件艰

苦、困难多、矛盾多的地方工作，做

出突出成绩的， 要大胆提拔使用。

优秀的县市区委书记，可提拔为上

一级领导班子成员或副厅级干部

并继续兼任县市区委书记，可提拔

到省直机关任职或推荐到中央国

家机关任职。特别优秀的县市区委

书记，可以破格提拔，也可以作为

地厅级正职的后备干部人选重点

培养。

【激励】 特别优秀可以破格提拔，可入地厅级正职后备人选

《意见》提出县委书记队伍老中

青梯次配备的年龄结构，下次换届

时， 全省县市区委书记中，45岁以

下和45岁至50岁的要保持合理比

例，保留一批50岁以上富有实际工

作经验的县市区委书记， 统筹兼

顾、调动各年龄段干部的积极性。

《意见》强化了县市区委书记任

期观念， 县市区委书记原则上应任

满一届， 无特殊原因任期内一般不

得调动。 一般不对县市区委书记和

政府正职同时进行交流。

【结构】 保留一批50岁以上有经验的县市区委书记

本报8月24日讯

近年来，隆回县

委县政府多方筹资1.5亿元，开发神秘花瑶民俗风

情游。

近3年来，花瑶挑花、呜哇山歌被国务院列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花瑶景区成功入选

“湖南百景”、“新潇湘八景”，花瑶民俗风情游列入

全省黄金旅游线路。今年3月，又通过了国家风景

名胜区专家评审团现场评审。“旅游开发前景来势

喜人， 现在花瑶同胞的人均纯收入由原来不足

500元提高到了2000元。”隆回县民宗局局长奉锡

样介绍，每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以上，旅游创利

近200多万元。花瑶旅游品牌的叫响，也带动了全

县旅游产业的发展。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彭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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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重用符合“三个不吃亏”要求的基层干部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