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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强邀请省内企业家代表座谈，

了解各家企业发展走势，听取大家对

进一步加快推进我省新型工业化的

意见和建议 。周强强调 ，要认真总结

“十一五” 期间全省推进新型工业化

取得的成绩和经验，准确把握我省已

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特征，抢抓机

遇，乘势而上，坚持新型工业化“第一

推动力”不动摇 ，推动全省新型工业

化迈上新台阶。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主持座谈会，

省领导杨泰波、陈肇雄、陈叔红出席。

推进新型工业化 ，是我省 “十一

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亮点之

一 ，也是省委 、省政府确定在 “十二

五” 时期继续实施的重大战略之一。

今年农历新年上班第一天，周强即赶

赴湘潭考察调研重点项目建设，今天

又邀请企业家代表座谈，就进一步加

快推进新型工业化、狠抓项目建设进

行部署。

“今天是元宵佳节 ，我以清茶一

杯邀请大家来， 就是想了解各家企业

新年的发展态势，‘十二五’ 怎么干？大

家有什么好点子、好建议？”座谈会上，

周强开门见山、恳切务实。

参加座谈的

25

位企业负责人中，

既有我省传统优势产业的“领军人物”，

也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后起之秀”；既

有来自大型骨干企业的代表， 也有来

自中小型企业的代表； 既有工业企业

人士，又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人士。

座谈中， 大家纷纷向省委书记报

告企业去年以来产值、 利税等指标大

幅增长的喜讯， 以及今年充满自信和

期待的发展规划。结合企业实际，大家

还围绕加快自主创新、推进节能减排、

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大能源保障力

度、加强金融支撑、加强产业链上下游

协作发展、 加快企业家队伍建设等主

题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大家一致表

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企业的发展，

就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专门听取企业

的意见建议， 实实在在帮助解决企业

发展中的实际困难， 进一步坚定了企

业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周强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不时

插话交流，重点了解企业经营、管理、

销售、创新等方面情况 ，询问企业还

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解决，并现场就

一些企业反映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

周强对全省企业和企业家们为推进

新型工业化、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所作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向全省企

业家致以节日问候；通报了全省今年

来经济运行情况，并就新出现的一些

经济现象进行了分析 。他指出 ，针对

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

题，相关部门要认真研究分析 ，对各

位企业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和需要解

决的问题要逐个梳理，切实帮助企业

破除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企业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

周强指出，省第九次党代会作出

大力实施新型工业化带动战略以来，

全省上下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一系列决策部署，大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 ，取得了显著成效 ，工业对

全省经济的主导作用显著增强，工业

综合实力显著提高 ， 国际化进程加

快， 全社会工业文明素质显著提升。

“十一五”期间，全省推进新型工业化

积累了丰富经验 ，主要包括 ：一是各

级各部门高度重视 ，思路清晰 、措施

有力 ；二是抢抓各种发展机遇 ；三是

把科技创新作为主要推动力；四是发

挥高素质企业家队伍的领军作用；五

是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发展的动力和

活力；六是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支

撑；七是通过政策扶持营造良好的发

展环境；八是依托重点园区构建现代

产业体系；九是抓产业集群形成集聚

效应；十是注重发挥资本市场的支撑

作用。 要认真总结这些宝贵经验，进

一步加快推进全省新型工业化。

周强指出，经过“十一五”的发展，

我省工业发展已经明显呈现出一些阶

段性特征，包括工业化进入快速发展阶

段，产业结构加速转型升级，产业集聚

集群效应显现，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成

为主要推动力，新型工业化与农业现代

化、新型城镇化、信息化的互动性增强

等。综合分析我省人均

GDP

、三次产业

结构比例、工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

率等指标判断，我省已处于工业化中期

阶段。当前，国际、国内都在加快调整科

技和产业发展战略，全球范围内的生产

要素流动和生产力重新布局，国家实施

中部崛起战略，湖南正全面推进“四化

两型”建设，加快长株潭“两型社会”试

验区改革建设，都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提

供了历史性机遇；同时，当前劳动力供

给出现拐点，资源类产品价格面临上涨

压力，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也对工业发

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加快推进新型工业

化，既要准确把握我省工业化的阶段性

特征， 遵循发展的大趋势和长期规律；

又要科学分析当前面临的国际国内形

势，正确把握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周强强调 ，必须抢抓机遇 ，科学

应对挑战 ，坚持 “第一推动力 ”不动

摇 ， 推动全省新型工业化迈上新台

阶。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 ；加强园区建设 ，着重解决

配套问题， 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推

进产业集聚集群发展 ； 加快自主创

新，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 ；扩大开放

合作 ，大力承接产业转移 ，充分利用

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加

大节能减排力度 ， 推进工业绿色发

展 ； 推进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

合，提高工业信息化水平。

周强强调 ，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

化，最关键的是要落实到狠抓项目建

设上。 要建立滚动发展的项目库，筛

选新型特征明显、骨干支撑作用强的

大项目 、好项目 。要进一步转变政府

职能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简化

项目审批程序。加强对项目建设的调

度，及时协调解决融资、用地、能源等

方面的矛盾。 要进一步加强银政、银

企合作，支持更多的企业在境内外上

市融资，构建多元化的项目建设融资

渠道。要进一步加快研究制定各地区

的配套工作机制 ， 加大项目落实力

度，加速推动我省新型工业化 ，加快

富民强省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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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唐婷 ）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

盛在省人民检察院调研时强调， 各

级检察机关要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

能， 不断提高捍卫公平正义的能力

与水平， 按照建设法治湖南的要求，

服务全省中心和大局， 为全省经济

社会发展保驾护航。

省政协副主席王晓琴参加调研。

省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介绍省检察

院工作情况。

来到省检察院机关 ， 徐守盛察

看了办案监控指挥中心。 这个监控

指挥中心通过网络、 多媒体等高技

术手段， 可以远程监控全省检察院

的现场审讯过程， 目前已覆盖到县

一级检察机关。 徐守盛说， 要进一

步在技术手段保障、 装备信息化建

设等方面加大力度， 推动司法公开

公正、 防止渎职和权力滥用。

在听取省检察院工作情况介绍

后， 徐守盛说， 全省各级检察机关

忠实履行职责， 主动服务发展大局，

依法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维护社会

和谐稳定， 促进反腐倡廉， 推进法

治湖南建设， 为保障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徐守盛要求， 全省检察机关要

全面履行检察职能， 服务全省中心

和大局， 为建设 “四化两型”、 “四

个湖南”、 “四个政府” 提供有力保

障 。 一要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 。

严格执法尺度， 维护执法公平， 以

公平与正义保持社会旺盛的生机活

力。 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为法律

监督的首要任务， 充分发挥打击犯

罪、 惩治腐败、 保障民生、 有效监

督等方面的作用， 着力解决影响司

法公正的突出问题， 加强对刑罚执

行、 民事审判、 行政诉讼等领域的

监督， 及时纠正、 坚决查办司法腐

败案件， 突出查办贪污受贿、 失职

渎职犯罪案件。 二要主动服务法治

湖南建设。 准确把握法治湖南建设

的重点、 难点和关键， 转变执法观

念、 创新执法机制、 提升执法能力，

增强执法效果， 把法律监督和执法

办案过程转化为化解社会矛盾的过

程 ， 转化为维护司法公正的过程 。

三要着力解决社会矛盾。 建立健全

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机制， 把

执法办案与建言献策结合起来， 及

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完善政策法规 、

创新管理机制的对策。 （下转

2

版）

周强在与企业家代表座谈时强调

坚持“第一推动力”不动摇

进一步加快推进全省新型工业化

徐守盛在省检察院调研时强调

忠实履职 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沈德良

推进新型工业化， 是我省 “十

一五” 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亮

点之一， 在富民强省的征程中充当

着 “第一推动力” 的角色。 工业经

济对新型城镇化、 农业现代化以及

全省社会事业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明显增强。

抓工业关键是抓项目。 湖南新

型工业化之所以能在全国乃至世界

占有自己的地位， 一个很关键的原

因， 是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全省

矢志不渝地集中主要精力抓项目建

设， 培育出

7

个产值过千亿的产业，

涌现出在全球都叫得响的 “中联”、

“三一”、 “南车” 等众多属于湖南

的工业品牌。 （下转

11

版

①

）

抓住项目建设“牛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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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孙敏坚）

今天下午， 省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

小组第四次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

副书记、 省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

组组长梅克保在会上强调， 要紧紧

围绕推进 “四化两型”、 惠民生办实

事创先争优， 努力为 “十二五 ” 开

好局起好步提供坚强保证和强大动

力 。 省委常委 、 省委组织部部长 、

省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

黄建国主持会议。

在听取

7

位行业系统和市州创先

争优活动领导 （指导） 小组负责人

的情况汇报后， 梅克保对全省创先

争优活动的前段工作给予了充分肯

定。 他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

实 “推动科学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

服务人民群众、 加强基层组织” 的

总体要求， 紧紧围绕

4

个方面创先争

优： 一要紧紧围绕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创先争优。 要把各级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

推进 “四化两型” 建设中来， 着力

在调整经济结构 、 推动科技进步 、

建设 “两型社会”、 深化改革开放等

各项工作中创先进、 争优秀、 当先

锋。 二要紧紧围绕惠民生办实事创

先争优。 （下转

5

版）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２０11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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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天鹅戴斯酒店

为您导读

� � � �

本报

2

月

17

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谭小龙） 中共湖南省委近日正

式下发 《关于加强党同党外人士合

作共事的意见 》 （以下简称 《意

见》）。 这是继

2010

年

10

月全省党同

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经验交流会后 ，

中共湖南省委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

七届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的又一项

重大举措， 体现了推进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的坚强决心， 在推动全省统

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上具有

里程碑式意义。

《意见》的出台，是历届湖南省委

高度重视的结果，是我省党同党外人

士合作共事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也必

将更加充分地发挥党外人士的优势

和作用，更加广泛地团结一切有利于

发展的力量，更加有效地调动一切有

利于发展的因素，为湖南“十二五”规

划开好局、起好步，加快湖南“四化两

型” 建设、 实现富民强省作出新的

贡献。 （下转

11

版

②

）

省委近日出台《意见》

从制度层面加强

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

明确加强党外代表人士

队伍建设

4

个环节

创造条件保证党外干部

有职有权有责

党委要把加强合作共事

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

●

●

省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

举行第四次会议

梅克保强调，围绕推进“四化两型”、惠民生办实事创先争优

� � � � 2

月

17

日，

2011

“鼓舞凤凰， 万众联欢” 元宵文艺演出在凤凰县文化广场隆重举行， 上万名苗族同胞穿着节

日盛装， 打起苗鼓， 唱起苗歌， 舞动龙狮， 欢度元宵佳节。 本报记者 韩世祺 郭立亮 通讯员 曾文松 摄

■

短评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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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指尖上的舞蹈

居民医保补助标准

提高到

200

元

●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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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与春天的激情拥抱

详见

4

版

图片新闻

颠狂之舞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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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首市马颈坳镇观“烧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