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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２０11

年

4

月

11

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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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周月

桂） 湘甘两省坚持优势互补、 互利

互惠的原则， 在两省党委、 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大力推动下， 双方经贸

合作渐入佳境 。 两省政府 、 社团 、

企业和民间交流日益增多， 合作空

间不断拓展， 合作效果初步显现。

湘甘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两

省区域禀赋差异明显， 经济发展互

补性强， 交流合作潜力巨大。 近年

来， 两省经贸交流与合作更是呈加

速、 加密、 加大的发展趋势。 湖南

积极参与甘肃举办的兰洽会等大型

区域经贸活动， 每年组织政府代表

团参会。 甘肃也积极参与湖南组织

的区域经贸活动 ，

2009

年

4

月 ， 甘

肃省委常委、 兰州市委书记陆武成

率兰州市招商考察团来长沙考察招

商 ；

2010

年 ， 甘肃组成以省委常

委、 副省长刘永富为团长的甘肃代

表团参加了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暨

第四届湘商大会。

湘企积极走进甘肃， 扩大投资

合作 ， 开拓区域市场 。 三一重工 、

中联重科、 湖南有色、 五矿

23

冶等

知名企业在甘肃均有合作项目。 截

至

2010

年底 ， 湘籍在甘从商人士

6

万余名， 创办各类企业、 实体千余

家， 主要分布在商业地产、 建工装

饰、 冶金机械、 电子电器、 医药化

工、 生物科技、 货物物流、 餐饮娱

乐等行业领域 ， 累计投资上百亿

元。 其中兰州天源投资集团、 兰州

新华恒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等大型

民营企业集团在甘肃兴业发展， 创

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

在

2008

湖南冰灾和

2010

年甘肃舟曲

泥石流灾害， 甘肃省湖南商会的会

员企业也表现了湖南人的大义和爱

心。

甘肃企业积极参与湖南经济社

会建设。

2006

年到

2010

年， 甘肃企

业在湘实施投资合作项目

38

个， 合

同资金

14.4

亿元 ， 实际到位

7.4

亿

元 。 其中投资较大的合作项目有

怀化辰溪的蓝伯化工 、 益阳桃江

的弘基矿业 、 永州冷水滩的地源

化工等。

� � � �

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曾衡林 通讯

员 黄虎）今天下午，善行

2011

蒲公英行动

“爱心助残

100

”走进益丰大药房大型公益

活动，在长沙黄兴路商业步行街中心广场

启动。 活动由省残疾人联合会、省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湖南公共频道主办。 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谢勇等出席启动仪式。

第二次全国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省

有

0

至

6

岁残疾儿童

8.3

万人， 其中需进行

抢救性康复治疗的残疾儿童

5

万人。 对残

疾儿童而言，开展科学的早期康复活动意

义重大。这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入开展对

残疾儿童的救助工作。活动由益丰大药房

筹集

4

万个总价值约

400

多万元的“爱心保

健箱”（包括箱内商品）， 通过动员社会各

界自愿认购的方式（认购者捐献

100

元，将

获得由益丰大药房提供的价值

128

元的商

品， 同时享受益丰大药房全国各连锁店

VIP

贵宾折扣），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募

款。所募善款将全部用于救助贫困聋儿及

相关贫困残疾儿童公益事业。活动时间从

2011

年

4

月起，至

2012

年

3

月结束。

� � � �

今年全省“两会”上，九三学社湖

南省委、 省政协经科委向大会提交的

“一号提案”， 就如何破解湖南能源供

应紧张局面积极出谋划策。 “一号提

案”以能源安全为主题，这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我省能源供应日趋紧张的现

实。 平日里，我们在用电、用油、用气等

方面， 也能感受到能源供应紧张带来

的诸多不便。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我们湖南的

能源供应为什么这么紧张？ 让我们一

起来摸清湖南能源资源的“家底”吧！

总体来说， 湖南能源资源相对匮

乏，尤其是少煤、缺油。 也就是说，与我

们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煤 、电 、油 、气

四大能源中： 煤炭储量不大， 分布零

散，且影响开采的灾害性因素较多，不

适合大规模生产，产量有限。 仅火电用

煤一项， 全省每年大概要从省外调进

1800

万吨左右。 而石油和天然气这两

项，需求量都很大，但湖南目前都不生

产，全部依赖省外供应。

电力供应也不乐观。 虽然全省电

力总装机容量已接近

3000

万千瓦 ，但

从人均装机容量来算， 远低于全国人

均水平。 从电源结构来看，主要是火电

和水电。 但火电机组受煤制约，很难充

分施展“能耐”，有劲使不上；水电机组

则受降水和蓄水因素限制， 很大程度

上是“靠天发电”。

能源安全事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和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据预测，到

2015

年，我省煤炭、石油等一次能源缺

口量，相当于

1.3

亿吨标准煤，

69%

的能

源需从外省调入。

如此说来， 全省能源供给的紧张

形势确实让人坐不住。 那么，我们该如

何突破这个瓶颈， 确保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较快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呢？

大家可能从新闻上看到了， 今年

全国“两会”期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

导利用会议间隙， 带领省直有关部门

分别与国家电网公司、中石油、中石化

等国内能源巨头座谈，目的很明确：就

是要千方百计确保我省能源供应。

鉴于湖南能源资源匮乏， 在破解

能源供应瓶颈上，我省一直在努力，可

以用“开源节能”这四个字来概括。

“开源”，顾名思义，就是要拓展能

源供给渠道。

先从立足省内自给来说， 在现有

水电、 火电和煤炭等传统能源都只能

有限作为的情况下， 我们正在积极拓

展新的能源渠道 ， 比如开发核能 、风

能、生物能和太阳能等。 在这里，要告

诉大家的是， 在这些新能源的开发和

利用上，我们湖南有一定优势，也迈出

了可喜步伐。

比如风能， 省里已将风能等新能

源开发利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培

育发展。 据科学测算，我省风能经济可

开发量约

200

万千瓦 ， 且拥有湘潭电

机、南车时代、三一电气等一批在风能

设备制造、 开发利用等方面有雄厚基

础的企业。 目前，已经在郴州仰天湖建

起了全省首个风电厂， 年发电量

6000

多万度。 只要有风，我们就能“捕风发

电”，把风能转化为电能。 而在湘南、洞

庭湖区等风能资源较好的地方， 也正

在筹建新的风电厂。

核能利用方面 ， 日本

3

月份的强

震、海啸引发的核电站辐射危机，给全

世界上了一堂深刻的核安全课。 我省

将在国家的统一部署和确保绝对安全

的前提下，科学开发利用核电资源。

据我们了解，未来

5

年，我省水电、

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

的发电装机容量预测占到全部发电装

机容量的

40%

左右。

天然气开发也有好消息。 据科学探

测，在湘西和洞庭湖区域，有一种叫页

岩气的天然气资源，远景资源量达

11

万

亿立方米，约占全国总储量的

30%

。我省

正在积极尝试对这种天然气进行开发

利用。 一旦条件成熟，这种天然气将为

全省能源供应开辟新渠道。

再从拓展省外能源入湘来说 ，国

内能源巨头都将加大对我省能源需求

的支持力度。

中石油表示将把我省列为重要的

天然气战略基地， 不断增加天然气供

应。 其中，今年力争对我省天然气供应

总量达到

16

亿立方米，从

2015

年起，每

年不少于

48

亿立方米， 保障我省重点

领域、重点行业、重点时段的天然气消

费需求。 同时还将积极参与规划和实

施“气化湖南”发展战略 ，帮助我省加

快形成“县县通、全覆盖”的供气格局。

目前 ，中石油的 “西气东输 ”二线

工程即将建成， 其中就有一条支线专

门给湖南供气。 等工程投产送气后，湖

南人就能用上来自新疆甚至西伯利亚

的天然气。

国家电网公司已经规划今年修建

从湖北荆门至长沙的特高压输电线

路。 这条线路修成后，年输电量超过目

前全省年用电量的

1 ／ 6

。 这条线路还可

以同已经建成使用的其他特高压线路

联网，把山西、陕西等地的煤电 ，还有

三峡等地的水电直接输送到湖南。 这

样，可以在全国较大范围内调度电力，

把别人用不完的电输送给我们用。

以上说的这些都是 “开源 ”举措 ，

再来说说如何推进“节能”。

一方面， 靠全社会养成节能的好

习惯。 哪怕是适当控制空调温度、随手

关闭电灯、使用节能灯等，节约出来的

能源也是相当可观的。 政府也出台了

相关政策，综合运用价格 、经济 、法律

等手段，鼓励全社会节能，强制淘汰高

耗能产品和设备。

长沙市就在全市推广使用节能灯

来代替普通白炽灯照明， 每盏节能灯

由财政出一半钱。 据测算，一盏

11

瓦的

节能灯，亮度相当于

55

瓦的白炽灯，如

果每天按

5

小时计算，一个月可以节约

8

度电。 全市如果使用

20

万盏这样的节

能灯，每年可节约

1900

多万度电，节省

电费

1100

多万元。

另一方面，节能也靠技术，这就需

要我们加大节能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

用。 我省正在大力发展的新能源汽车

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长沙、株洲、湘潭

等地的街道上， 都能看到由南车时代

电动汽车公司自主研制的混合动力公

交车。 这种混合动力大巴，比传统燃油

公交车节油

20%

。

随着能源供给渠道的逐步拓展 ，

节能、 惜能理念一步步深入人心并成

为自觉行动，我们有理由相信，我省一

定能很好地破解能源紧张这一瓶颈 。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李伟锋）

■

链接：

我省新能源资源丰富。 全省风能

经济可开发量约

200

万千瓦；太阳能利

用的主要原材料———硅的储量达

2

亿

吨以上，且品位较高；生物质能可开发

利用总量约

3150

万吨标准煤

/

年，纤维

生物质资源年产

5000

万吨； 已探明铀

矿储量

2.6

万吨，居全国第三。铀矿石占

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是国内重

要的核燃料基地。

新能源产业基础相对较好。 全省

新能源相关企业

100

多家，培育形成了

湘电集团、南车时代、南车电机 、衡阳

特变、长高集团等一批核心骨干企业。

2

兆瓦以上风机产能及配套能力全国

第一， 株洲时代是国内唯一掌握整机

控制系统的厂商， 时代新材是我国南

部最大的叶片产业基地。

湘甘经贸合作渐入佳境

湘籍在甘从商人士逾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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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杨晓珍）近日，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

2011

年第

38

号公告，批准对“碣滩茶”实施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这意味着沅陵县“碣滩茶”将

获得种植加工、生产经营、质量特色、知

识产权等全方位的立法保护。

沅陵县“碣滩茶”是湖南省十大名

茶之一，历史悠久，在唐代时被列为贡

茶而盛极一时。

1972

年，当时的日本首

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 曾向周恩来总

理夸赞碣滩茶，并称之为“中日友好之

茶 ”。 其营养丰富 ，水浸出物多 ，茶多

酚、氨基酸等含量较高。 而且，由于生

态环境良好，“碣滩茶”铅含量极低，属

无公害有机绿茶。 为助推“碣滩茶”产

业做大做强， 打击假冒等损害碣滩茶

声誉的违法行为，

2010

年以来，沅陵县

政府积极开展“碣滩茶”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申报工作， 顺利通过各环节

的检测、审查，正式获得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

沅陵“碣滩茶”

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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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0

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

员 全湘娟）今天上午，我省首届“全球

通杯” 女干部桥牌邀请赛在省妇女儿

童活动中心举行。 省领导李微微、石玉

珍出席开幕式。

本次比赛由省桥牌协会和省女领

导干部桥牌队联合举办，今日女报社和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 开幕式上，

李微微宣布比赛开始。 石玉珍在讲话中

说，桥牌是一项练就智慧的体育竞技运

动，在女干部中推广、普及桥牌运动，对

练就女干部从政智慧、培养积极健康的

心态、加强联络和思想交流大有益处。

来自省直和各市州的

32

名女干部

桥牌爱好者参加了此次比赛。 经过一

个上午的激烈角逐，郑丽东、龚金亮获

得第一名， 张艾吟、 周建纯获得第二

名，尹大春、陈益枝获得第三名。

女干部桥牌邀请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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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0

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杨雪琪）湿嗒嗒、粘乎乎的天气，

多少影响了双休日出游的心情。气象预

报称， 未来一周湖南仍将持续阴雨天

气，请大家务必保持阳光愉快的心情。

阴雨绵绵，气温低迷。

4

月上旬湖

南平均气温偏低， 湘西为

10

至

12

摄氏

度，其他地区为

12

至

14

摄氏度，长沙为

12.7

摄氏度。从

3

月

29

日至

4

月

7

日，近

10

天全省平均气温比历年同期偏低

2.1

摄

氏度，

60

个县市达到春寒标准，主要分

布在张家界 、自治州 、怀化 、常德 、益

阳、娄底、邵阳、永州等地区，但目前还

没有地区达到倒春寒标准。

阴雨湿冷天气，人的情绪较低落，

对神经系统也会有一定的影响， 人们

会感到无精打采，萎靡不振。 此外，潮

湿还会增加呼吸道过敏症、 心脑血管

病、皮肤疾病、关节疼痛 、风湿等病症

的可能。 气象部门提醒大家，防范“阴

雨综合征”，调节好生活起居。

据省气象台预计 ：

11

日至

12

日全

省有小到中雨 ；

15

日至

16

日全省自北

向南有一次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 ，

湘北局部大雨，并将伴有雷暴、短时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月中旬旬末受

冷空气影响，全省还有一次降温、降水

天气过程。

乍暖还轻寒

未来一周持续阴雨天气

谋新篇促发展

热点话题谈心录 11

开源节能添后劲

———我省如何破解能源瓶颈

善行2011

蒲公英行动启动

� � � � 4

月

10

日，一名参赛选手在进行才艺展示。 当天，以“为中国女性喝彩”为主题的

2011

“环球小姐”中国区

大赛首站现场选拔赛在长沙拉开帷幕，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众多女青年前来报名。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