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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 我们企业以

4000

万人

民币成功并购了日本松下集团的车

载电池资产 ” 。 在今年的全国 “两

会 ” 期间 ， 全国人大代表 、 长沙力

元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发

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 高兴地发布

了这个好消息 。 在谈及湖南工业在

“十一五 ” 期间的发展变化时 ， 他

说 ， “先进装备制造 、 新材料 、 生

物 、 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呈现

出集体发力 、 集群挺进 的 发 展 势

头”。

钟发平董事长铿锵有力的话语，

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湖南 “十一五 ”

发展的辉煌成就 。 正如省委书记周

强在去年年底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

所说的那样， “十一五时期的五年，

是我省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的

五年 ， 综合实力增长幅度最大的五

年 ， 人民群众生活改善 最 好 的 五

年”。

回顾 “十一五”， 我们有理由感

到自豪：

这是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五年。

2010

年全省

GDP

超过

1.59

万亿元， 连

续

3

年位列 “全国十强 ”；五年年均增

长

14%

，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2.8

个百分

点； 财政收入达

1862.9

亿元， 是

2005

年的

2.5

倍 ； 机械 、 有色 、 食品 、 石

化 、 建材 、 冶金 、 文化 、 轻工和旅

游九大产业过千亿 ； 武广高铁贯穿

南北 ， 建成和在建高速公路的总里

程进入全国前

3

位。

这是人民群众获益最多的五年。

2010

年民生投入占财政总支出六成

以上；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提前三

年实现 “十一五 ” 规划目标 ， 分别

达到

16566

元、

5622

元； 免费义务教

育覆盖全省城乡 ， 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参合率达

95.3%

， 新型农村社会养

老保险试点县扩大到

46

个 ， 城镇登

记失业率一直控制在

4.5%

以下；

99%

以上的乡镇、

80%

以上的行政村通了

水泥 （沥青） 路，

90%

以上的农村通

邮、 通电话、 通广播电视。

这是文化建设活力最强的五年。

大力实施 “文化强省 ” 战略 ， 广电

湘军 、 出版湘军 、 动漫湘军继续占

领全国 “文化高地”； 文化产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超

5%

， 成为重要的支

柱产业；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 ， 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多彩 ， 精神

文明建设深入推进 ， 文化市场活跃

有序。

这是各项事业协调发展最好的

五年 。 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1%

；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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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城乡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推

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大

战略部署。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特别强调 ： 加大统筹城乡发

展， 强农惠农政策的力度只能加大不

能缩小。 这意味着 “三农” 问题将在

统筹城乡发展新思路和新对策下呈现

新趋势 。 去年

6

月我到湖南工作后 ，

先后到常德、 邵阳、 怀化、 娄底和湘

西等

14

个市州就统筹城乡发展等问题

进行调查研究。 我认为， 大力推进统

筹城乡发展， 是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必

然要求， 强农惠农的认识只能增强不

能削弱， 尤其对湖南这样的农业大省

和鱼米之乡来说， 更具有很强的针对

性、 紧迫性和艰巨性。

统筹城乡发展的针对性

紧迫性艰巨性

湖南是农业大省， 目前农村发展

相对滞后的状况仍未得到彻底改变。

我们必须根据全省的实际情况， 积极

探索湖南大力推进统筹城乡发展特色

的新路， 把增强城市工业的带动能力

与提高“三农”发展水平更紧密地结合

起来，为城乡协调发展开拓更大空间。

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以来， 我省

城镇化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是与农

村的贡献和农民的奉献密不可分的。

目前，我省农村发展仍然滞后、农民仍

然是发展进程中的弱势群体。我以为，

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乡发展差距逐步拉大的状

况没有根本改观。 湖南素有 “鱼米之

乡”美称，稻谷、生猪等大宗农产品产

量在全国位居前列。 改革开放三十多

年来，全省农业得到长足发展，粮食总

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左右。但是，目前

农村的整体面貌和农民的生活状况还

没有得到充分改善，城乡差距还很大。

例如： 我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

243

元， 城乡居民收入相差

2

倍多。从

2006

年至

2009

年，城乡人均收

入差距分别为

7115

元、

8390

元、

9308

元

和

10174

元， 呈差距逐步拉大趋势。再

如城乡社会保障方面， 新型农村养老

保险刚开始试点；救助救济标准较低，

且地区差异较大， 长沙与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农村低保线年标准相差

720

元。现在 ，全国人均

GDP

达到

3700

美元以上， 我省也已跨上

3000

美元的

台阶，我们已经有条件、有能力在更高

层次上统筹城乡发展， 把城乡同步发

展纳入到整体发展中来谋划。

二是农村基础薄弱的状况没有根

本改观。 湖南农村的投入仍然较少。

2009

年，全省涉农贷款

1946.35

亿元，仅

占贷款总额的

27.8%

。面向农户的贷款

少、手续复杂、贷款期限短的问题难以

解决，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受到

制约。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抗御自然

灾害能力仍然较低。 从现阶段的情况

看， 社会资金等生产要素还是加速向

城市和二、三产业集中，进一步加深了

城乡二元结构的“鸿沟”。 （下转

4

版）

大力推进统筹城乡

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徐守盛

� � � �

我省 “十二五” 规划有哪些新亮点？ 如何看待我省 “四化两型” 建

设？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湖南带来哪些重大利好？ 如何进一步保障和改

善民生？ 在收入分配改革方面有哪些措施？ 诸如此类的热点问题， 都可

在今天开始推出的 《谋新篇促发展热点话题谈心录》 专栏中找到答案。

为宣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一号文件、 全国 “两会” 精神

和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将形势政策宣传教育引向深入， 省委宣传

部组织省内社科专家和本报资深记者， 以 “谋新篇促发展” 为主题， 精

心选择

21

个热点话题， 进行谈心式的解读， 力求深入浅出， 语言通俗，

形式活泼， 引导全省干部群众把思想统一到中央精神和省委要求上来，

把力量凝聚到实现 “十二五” 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为实现 “科学

发展、 富民强省” 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编者按

乘势而上谋新篇

———我省“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新成就和“十二五”规划的新亮点有哪些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２０11

年

３

月

本报新闻热线：

18907312110

华声在线（湖南在线）：

www.vo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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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３

月

２７

日电 当

前， 创先争优活动正在全国党的基

层组织和党员中广泛开展 。 近日 ，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

军委主席胡锦涛对深入开展创先争

优活动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坚持

以推动科学发展 、 促进社会和谐 、

服务人民群众为主题 ， 深入一线 ，

深入实际，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吴邦国 、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习近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也分别作

出指示， 要求各条战线基层党组织

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组织广大党员

立足本职、 联系实际， 深入开展创

先争优活动， 进一步形成崇尚先进、

学习先进、 争当先进的良好氛围。

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

２４

日召开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 中组部部长李源

潮在会上说， 基层党组织要认真贯

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

志重要指示精神， 动员广大党员争

科学发展之先 、 创社会和谐之优 ，

努力服务人民群众， 为实现 “十二

五” 时期良好开局提供动力和保证，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

９０

周年。

胡锦涛对深入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作出重要指示

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

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也作出指示

� � � � 3

月

27

日， 许多游客在省森林植物园踏青赏花。 当天， 长沙春光明

媚， 省森林植物园内， 游客们流连于花海之中， 尽情地欣赏着樱花和郁

金香等盛开的美景。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肖亚琴摄

� � � �

本报

3

月

27

日讯 （记者 徐勇 ）

今天， 湖南日报和省经济技术协作

办公室合作创办 《天下湘商》 专刊

签字仪式在通程大酒店隆重举行 。

老同志王克英、 罗桂求， 以及

8

个湖

南异地商会协作区联络办主任、 在

湘异地商会会长、 秘书长等近

100

人

出席会议。

目前， 湖南异地商会已发展到

136

家， 拥有会员企业近

4

万家 ， 联

系着近

50

多万工商界人士， 其中不

乏当地经济建设的佼佼者。 广大湘

商致富不忘家乡， 倾情关心湖南的

建设和发展。 从首届湘商大会召开

的

2007

年到

2010

年， 近

4

年来， 累计

近

8000

名境内外客商赴湘参会 ， 共

签约项目

1294

个 ， 引进资金

3526.4

亿元。 这其中包含了广大湘商对家

乡的市场投资和感情投资 。 湘商 ，

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

一支生力军， 更是推进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力量， 已

经成为当代湖湘文化的一道亮丽风

景。

《天下湘商》专刊的创刊，旨在加

强全国各地湘商的联系，展示各地湘

商的发展成就和良好形象。专刊暂定

每周一期，将开辟“湘商行天下”、“湘

商动态”、“观察家”、“湘商看世界”、

“独家观点”等栏目，服务天下湘商，

为天下湘商立传 、立言 ，让 “天下湘

商”以创富新势力的全新面貌，真正

成为湖湘企业家群体一个最闪亮的

标签。

湘商行天下 家乡总牵挂

本报和省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联合创办《天下湘商》专刊

———“关注森林 拥抱绿色”系列报道

①

详见

7

版

●医废处置缘何有的地方滞后

详见

8

版

●福岛核电站近海放射物浓度继续上升

２

号机组放射性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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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