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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唐爱

平 ） 今天 ， 来自中国工程院 、 中

国社科院以及省政府经济研究信

息中心 、 湖南师范大学等我省高

校相关领域 、 省直相关部门的

12

名专家 ， 会诊我省 “十二五 ” 规

划纲要 （草案 ） （下称 《规划纲

要 》）， 为我省 “十二五 ” 发展出

谋划策 。 省委常委 、 常务副省长

于来山 ，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

作斌出席会议。

我省 “十二五” 规划编制工作

从

2009

年

9

月开始正式启动 。 到目

前为止， 已经完成了前期调研、 思

路研究、 纲要起草、 汇报衔接等前

期工作。 秉承 “开门办规划” 的原

则， 我省 “十二五” 规划在编制过

程中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建议， 共收

到群众建议

1.2

万多条 ， 同时注重

规划的可操作性。 经过一系列的座

谈论证和汇报衔接， 经过反复

10

多

次大的修改， 形成了目前的 《规划

纲要 （草案）》， 省政府常务会对规

划纲要进行了专题研究， 并原则通

过。

为进一步完善规划， 省 “十二

五” 规划领导小组召开了今天的规

划纲要专家论证会。 会上， 规划领

导小组办公室向专家汇报了 《规划

纲要 （草案）》 编制情况。 参加专

家论证会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继善、

中国社科院魏后凯教授等

12

位专

家， 对规划纲要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 “十二五” 规划 （草案 ） 指

导思想明确， 规划内容科学全面，

特点鲜明， 保障措施切实可行， 无

论是内容还是框架在同类规划中都

是优秀的。 同时， 专家们还对我省

“十二五” 规划提出了进一步修订

完善的建议， 并就规划中的一些具

体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专家们在

会上通过讨论， 当场形成了论证报

告， 将作为省人大十一届五次会议

审议和通过 “十二五” 规划纲要的

重要参考。

于来山说， 这是一次高水平 、

高智慧的论证会， 各位专家以世界

眼光、 一流水平来论证规划， 大家

谈到的问题， 提出的意见， 给出的

建议， 都是很有见地的真知灼见，

完全符合湖南的实际， 具有很强的

针对性、 前瞻性和建设性， 对于指

导全省 “十二五” 发展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 他表示完全赞同专家们的

论证报告意见， 要求规划编制起草

小组认真研究、 充分吸纳， 抓紧修

改完善。

会上， 于来山还向

12

位专家颁

发省 “十二五” 规划专家委员会专

家聘书。

12位专家为“十二五”规划

建言献策

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刘勇）

今天召开的全省县域经济工作领导

小组会议提出，将适当降低

GDP

总

量考核的权重， 进一步完善县域经

济发展考核指标体系。 副省长徐明

华出席会议。

省县域经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认为 ， 考核县域经济 ， 不再把

GDP

作为约束性考核指标，将增加

财政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税收占

财政收入的比重两个指标。同时，调

整环保评估指标， 增加城镇污水处

理率、建设项目“三同时”达标率、农

户生活污染治理率等考核指标。 此

外， 还将适当提高居民收入考核指

标的权重， 增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指标，并实行县域经济特色产业、

特色经济加分制。

会议公布了

20

个 “

2009

年度全

省经济强县市”、

10

个 “

2009

年度全

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市 ”。

20

个“

2009

年度全省经济强县市”分别

是 ：长沙县 、浏阳市 、望城县 、宁乡

县、醴陵市、冷水江市、耒阳市、湘潭

县、攸县、资兴市、汨罗市、华容县、

邵东县、常宁市、衡东县、衡南县、永

兴县、桂阳县、沅江市、岳阳县。

10

个

“

2009

年度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先进

县市”分别是：中方县、株洲县、苏仙

区 、芷江县 、湘阴县 、衡阳县 、北湖

区、炎陵县、慈利县、韶山市。

徐明华指出， 发展县域经济是

统筹城乡的结合点， 事关全省经济

的健康快速发展， 各级各部门要提

高认识，加大扶持力度，特别是加强

政策层面的扶持， 为县域经济创造

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他要求，各地

在发展县域经济时， 要立足于本地

实际， 因地制宜， 形成区域特色经

济；要立足于“民富”，通过发展县域

经济，发展中小企业，最终促进农民

就业、增收。

郭开朗会见英国

驻广州总领事

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李宁 通讯

员 邓高红 ）今天下午 ，省委常委 、副省

长郭开朗在长沙会见了英国驻广州总

领事馆总领事摩根先生一行。

摩根于

1

月

11

日至

13

日率大型经贸

团访湘 ，参观考察我省企业 ，并与省住

房和城乡建设厅、省商务厅、省外侨办、

省贸促会等部门负责人举行座谈。

郭开朗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

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他说，湖南人才

辈出 、科教发达 ，工程机械 、生物医药 、

新能源、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

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湖南和英国的合作

有着巨大的潜力可挖。 他还简要介绍了

湖南在“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绩和“十

二五 ”期间的规划建议 ，希望双方在经

贸、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加强合作。

摩根

2010

年

12

月担任英国驻广州

总领事馆总领事，这是其任职后的首次

官方出访。 他感谢郭开朗的会见，并十

分看好与湖南的合作。 他希望在自己的

任期内有更多的机会介绍英国公司来

湘，参与湖南的发展，在城市建设、污染

治理、融投资方面加大与湖南的合作力

度。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李国

斌） 由中央芭蕾舞团演绎的芭蕾

舞剧 《红色娘子军 》， 今晚在湖

南大剧院上演。

13

日和

14

日还将

在湖南大剧院再演两场。

在 “向前进 ， 向前进……”

的雄壮音乐中 ， 演出拉开了帷

幕。 舞剧讲述了从恶霸南霸天府

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 在红军党

代表洪常青的帮助下， 从一名苦

大仇深的农村姑娘， 逐渐转变成

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娘子

军战士的过程。

《红色娘子军》是

1963

年由周恩

来总理提议创作，

1964

年首演成功，

被称为 “中国第一部表现革命题材

的芭蕾舞剧”。

40

多年来，常演不衰，

已经演出超过

2500

场。 该剧

10

年前

曾来湖南演出过两场。

记者了解到，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

90

周年，我省今年将推出以

“

2011

，红遍中国”为主题的红色经

典、激情岁月系列演出活动，其中

《红色娘子军》是开幕演出，之后还

将陆续演出交响歌剧《江姐》、歌剧

《洪湖赤卫队》、话剧《万水千山》、

《铁道游击队》等。

1

月

12

日晚， 红色经典芭蕾舞剧 《红色娘子军》 在湖南大剧院倾情演出。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红色娘子军》10年后再度来湘

今年我省将推出系列红色经典演出

县域经济考核将降低GDP权重

20个“全省经济强县市”名单公布

本报

1

月

12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唐婷 ） 今天召开的全省财政工作会

议透露：

2010

年全省直接与民生相关

的财政支出达

1723.5

亿元， 占到全年

财政总支出

2702.5

亿元的一半以上 。

而整个 “十一五 ” 期间 ， 我省财政

支出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 加速向民

生倾斜， 实现年均增长达

29.5%

， 明

显高于

25.3%

的财政总支出年均增幅。

据介绍， “十一五” 期间， 财政

支出中的民生支出主要集中在七个

方面： 一是支持教育均衡发展。 五年

全省共投入资金

200

多亿元， 全面实

施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

革 ， 全部免除了城市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学杂费 ， 建立健全了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 ， 还积极支

持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 义务教育

合格学校建设等 。 二是支持落实积

极就业政策 。 累计投入就业补助资

金

135.6

亿元 ， 出台了财政促进就业

“六补两贷一扶持” 政策， 完善了创

业带动就业、 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税

费减免等促进就业等办法 。 三是支

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 。 五年共投入

医疗卫生支出

426.8

亿元 ， 年均增长

49%

， 全省参加医保人数达到

6635.9

万人 。 四是推动完善城乡基本养老

保险制度。 全省

44

个县 （市、 区） 开

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 ，

覆盖

1700

多万农村人口， 农村老有所

养取得历史性突破 。 五是积极支持

安居工程建设 。 我省累计筹集廉租

住房资金

125.4

亿元 ， 解决了

37

万户

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还启

动了农村危房改造试点工程， 支持特

困移民建房和生态移民搬迁工程。 六

是积极救助困难群体， 包括推进洞庭

湖和 “四水” 流域渔民解困、 城乡低

保、 优抚补助、 医疗救助支持等。 七

是支持发展文化事业。 全省财政文体

传媒事业费五年累计支出达

126

亿元，

重点支持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

“十一五”财政民生支出年均增29.5%

� � � � ■比财政总支出年均增幅高出4.2个百分点

■去年与民生相关的财政支出占全年财政总支出一半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