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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贺佳 陈

淦璋）今天上午，花旗银行长沙分行

正式开业，成为继汇丰银行之后在湖

南设立分行的第二家外资银行，也是

花旗银行落户中部地区第一家全方

位、全功能的省级分行 ，将为湖南打

造中部区域金融中心 ， 助推经济发

展，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提供强有力支

撑。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强昨天下午会见了花旗集团亚太区

首席执行官卓曦文一行。

作为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公司，

花旗集团在全球

160

多个国家拥有

2

亿客户账户。

2007

年

4

月， 花旗银行

（中国） 有限公司成为首批在华注册

为本地法人银行的国际银行之一。 目

前已在北京、上海 、广州等地设立

11

家分行、

36

家零售银行网点。

为促成花旗银行在湘设立分支

机构 ， 周强曾两次访问花旗银行总

部，卓曦文等花旗银行高管也先后来

湘考察。 会见中，双方愉快地回忆起

互访时的情景。 周强说，湖南一直高

度重视与花旗银行的合作，长沙分行

的开业，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一个新

阶段。 当前，湖南的经济正在加快发

展，“两型社会”建设扎实推进 ，对外

开放继续扩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

的不断完善，湖南的区位优势越来越

明显，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国际

化进程加快，这都为湖南进一步加强

与世界知名企业的合作以及来湘投

资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相信

花旗银行入湘，将为广大湘企 、来湘

投资企业以及个人客户带来高效、便

捷的服务，也希望花旗银行充分发挥

全球网络、客户优势 ，不断深化与湖

南的合作。 湖南欢迎更多的金融机构

来湘设立分支机构，并将一如既往为

来湘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卓曦文表示，中国正日益成为花

旗银行发展的重要市场，湖南在众多

方面展示出的巨大吸引力，让花旗银

行对在湘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长沙

分行将致力于为当地企业成长、经济

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智能服务，同时也

期待与湖南的深化合作。

据悉，花旗银行长沙分行将与在

长沙落户的

26

家省级分行一道，为普

通大众、跨国企业和大企业 、中小企

业提供传统和全面的金融服务 。 此

外，该行最大的亮点是利用自身在全

球

160

个国家和地区的网点和网络优

势，为湖南以及中部地区个人高端客

户和企业提供股票以外的所有外币

高端理财金融系列服务。

省领导杨泰波 、 韩永文 ， 花旗

银行 （中国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首

席执行官欧兆伦参加会见或出席开

业庆典。

［人物档案］

盘晓红，女，瑶族，

41

岁，湖南

省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副校长 。

先后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 全国

中小学优秀班主任、 全国教育系

统巾帼建功标兵、 全国三八红旗

手、第三届中国百名优秀母亲、全

国先进工作者。 受到胡锦涛总书

记和温家宝总理亲切接见。

从教

23

年，盘晓红一直在条件

极为艰苦的农村学校， 用心履行

人民教师神圣职责和使命， 换来

一个个山村孩子灿烂的笑脸 ，谱

写了一曲感人肺腑、 催人奋进的

奉献之歌。

（下转

5

版

譽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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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苏莉 王

文隆 通讯员 关利娜） 今天上午，十

届省政协第

15

次常委会议在长沙开

幕。省政协主席胡彪，副主席袁隆平、

魏文彬、谭仲池、何报翔、龚建明、王

晓琴、杨维刚和秘书长欧阳斌出席会

议。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会议首先听取了胡彪主席所上的党

课。

上午举行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由

魏文彬、何报翔、杨维刚主持。会议听

取了龚建明作的《关于加快我省武陵

山区发展的调研报告》的说明、省委

统战部副部长谭平作的有关人事事

项的说明。

“加快我省武陵山区发展”，是今

年省政协重点调研课题。省政协党组

和主席会议对该项调研高度重视，胡

彪主席担任课题指导组组长， 副主

席谭仲池、 龚建明担任调研组负责

人， 省政协办公厅、 研究室 、 民族

宗教委员会具体承办该课题。 课题

组认真研究制定了调研工作方案 ，

并先后赴自治州 、 张家界 、 邵阳 、

怀化等市州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 ，

掌握了大量情况和资料。 在调研的

基础上， 课题组与有关部门共同综

合分析了武陵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现

状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数据， 并撰

写了调研报告， 提出了需要重点支

持的建设项目。 （下转

5

版

譹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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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王文隆

苏莉）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今天上午，省政协主席胡

彪给省政协常委 ，各市 （州 ）政协主

席，各市（州）、县（市、区）政协秘书长

及省政协机关干部、离退休老同志讲

了一堂生动的党课，以这种形式共庆

党的生日。 胡彪在讲课中强调，新形

势、新任务给政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

求。 要按照省委的部署，以奋发有为

的精神状态，推进全省政协工作的新

发展。

参加党课活动并在主席台就座

的有省政协领导石玉珍、 袁隆平、阳

宝华、王汀明、魏文彬、谭仲池、何报

翔、龚建明、武吉海、王晓琴、杨维刚

和秘书长欧阳斌。

讲课内容深入浅出，分为三个部

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

选择； 努力践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责任和使命，不

断提高政协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在回顾了党的

90

年历史后，胡彪

说，事实充分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

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

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

响。 （下转

5

版

譺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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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蒋玉芳） 记者今天从省防指

获悉， 在迎战

6

月

13

日以来的暴雨过

程中，全省抗洪救灾形成合力，创造

了“零伤亡”佳绩。国家防总也派遣专

家组，急赴我省指导水库抢险。目前，

3

座出险水库（大塘水库、青坑水库和

摇鼓冲水库）险情得到控制。

面对暴雨山洪，全省上下按照省

委、省政府要求，突出防守重点，落实

防守措施，抗灾工作有序展开。 汛情

严峻时，

14

个市（州）党政主要领导或

坐镇会商或深入一线， 加大督查力

度。各市（州）防指总计派出督查组

57

个，灾区各县（市、区）防指总计派出

督查组

189

个， 重点加强对山洪地质

灾害防御和中小水库、尾矿库、骨干

山塘度汛保安工作的督促检查。

省防指各成员单位及时启动应

急联动机制。省防指派出由省水利厅

领导带队的

7

个工作组奔赴强降雨地

区督查。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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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李勇）

6

月

14

日至

15

日，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

在张家界市考察调研时强调， 要带

着感情和责任做好建设扶贫工作 ，

通过抓支部带队伍 ， 抓项目促发

展 ， 抓调整惠民生 ， 抓培训强素

质 ， 让贫困地区群众尽快脱贫致

富。

慈利县许家坊土家族乡邓界村

是梅克保的建设扶贫联系点。 该村

平均海拔

800

米以上 ，

11

个小组

745

名村民散居在大山里。

2010

年，农民

人均收入仅有

1300

元。 踏着泥泞的

山路，梅克保走进邓界村，挨家挨户

了解村民生产生活情况。 村民们说，

村里的路一直没有硬化， 晴天道路

尚可通行，一旦下雨 ，山路泥泞 ，很

不方便 ， 现在最希望的就是把路 、

水、电搞好。 （下转

5

版

譻訛

）

今年湘江首次

洪峰安全过境

四水一湖水势总体平稳

本报

6

月

16

日讯（通讯员 陈春明

王亮 记者 柳德新）今天

13

时 ，今年

湘江首次洪峰顺利通过长沙站，洪峰

水位

33.16

米，距

36

米的警戒水位还差

2.84

米， 湘江沿线大堤安然无恙。目

前，湘、资、沅 、澧四水干流和洞庭湖

水势总体平稳。

进入

6

月以来， 全省降雨明显增

多，其中长沙市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偏

多

80%

。

13

日

8

时至

16

日

8

时， 全省平

均降雨

60

毫米，降雨中心在湘北及湘

中地区。 全省共有

309

个水文雨量站

降雨量在

50

毫米以上，其中

86

个水文

雨量站降雨量

100

毫米以上。

记者从长沙市水文局获悉，由于

湘江主要支流来水量猛增，长沙站从

6

月

14

日

4

时（水位

29.02

米）开始上涨，

6

月

15

日

16

时后以每小时

0.2

至

0.3

米

的速度加快上涨，直到今天

13

时出现

33.16

米的洪峰水位，相应流量

9800

立

方米每秒，全程涨幅达

4.14

米。据在现

场指挥测洪的长沙市水文局局长杨

小康介绍， 面对今年湘江首次洪峰，

长沙市水文局全方位、 超常规部署，

层层落实责任 ，

24

小时监测水位 、水

质变化情况。

助推我省打造中部区域金融中心

花旗银行落户长沙

周强会见卓曦文一行

迎战6月13日以来暴雨

全省创“零伤亡”佳绩

国家防总专家组指导水库处险，3座出

险水库险情得到控制

十届省政协第15次常委会议开幕

胡彪等出席

省政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胡彪讲党课时强调：推进全省政协工作新发展

“把‘红军村’老百姓最期盼的事办好”

梅克保在张家界市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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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孙敏坚）

今天，由三湘都市报、楚天都市报、江

南都市报共同举办的湘鄂赣青年记

者“红色三山行”大型采访活动在长

沙正式启动。

湘鄂赣

3

省地缘相近 、 山水相

连、 人文相通。 韶山、 井冈山和大

别山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祥地 ，

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燎原到

华夏大地的伟大历程。 在中国共产

党

90

华诞即将来临之际， 为了热情

讴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铭记

党的光辉历史， 自

6

月

17

日起， 来自

三湘都市报、 楚天都市报和江南都

市报的

10

名青年记者将从韶山出发，

奔赴文家市、 桂东、 井冈山、 新建、

南昌、 红安、 麻城、 大悟 、 武汉等

地， 寻找湘鄂赣苏区精神， 在红色

革命的历史道路上， 感受丰功伟业，

书写辉煌篇章。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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譼訛

）

湘鄂赣青年记者“红色三山行”启动

书写红土地辉煌篇章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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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道德楷模 树文明新风

湖南·第三届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展

盘晓红：用心换来山村孩子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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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 长沙地铁

2

号线五一广场站施工现场一片繁忙。 目前， 该站地下连续墙施工已经完成， 深基坑内土

方施工正在紧张进行， 力争今年年底完成主体建设。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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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土潇湘

我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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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两型社会”建设标准

详见

2

版

� � � �

盘晓红和学生在一起。 通讯员 摄

� � � �●这是湖南本土第二家外资银行，也是首家

提供对私业务的外资银行

打造优势产业“飞地”

蓝山发展外向型加工贸易纪实

适龄孩子

3

年后人人可入幼儿园

长沙出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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