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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王敏）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省长株潭两型办副主任

陈晓红发布

12

项 “两型社会 ”建设标

准，解读什么是 “两型社会 ”、如何建

设“两型社会”。

2007

年

12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

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 从

2009

年下半年起，省长

株潭两型办联合中南大学 、 湖南大

学、 省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共

同组成课题组开展调研，并充分听取

省统计局、省环保厅 、省标准化研究

院等相关部门的意见， 针对 “两型社

会”建设中涉及的核心经济、社会功能

单元， 以及影响资源环境的关键行业

和部门， 分别根据其具体情况编制专

项“两型”标准，指导其“两型”化发展。

今天发布的

12

项 “两型社会”建

设标准，此前已分两批推出试行。 去

年

7

月，省长株潭两型办试行第一批

6

个“两型社会”建设标准，分别涉及产

业分类核算、企业、园区、县、镇、农村

等方面，侧重产业经济。 其中，规定了

“两型”企业在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

绩效表现及创新能力

4

个方面应达到

的要求；“两型”县城以发展循环经济

为重点，以“两型”产业为突破口 ，以

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落脚点；“两型”

镇的建设主要体现为以产业带动周

边农村发展， 实现城乡统筹；“两型”

农村建设以生态农业为主，服务业为

辅，突出节能高效。

今年

6

月初， 省长株潭两型办又

推出试行第二批

6

个“两型社会”建设

标准，分别涉及机关、家庭 、学校、医

院 、社区 、村庄等方面 ，侧重社会民

生。 其中，“两型”社区的建设主要体

现为倡导低碳生活方式、注重提高居

民生活质量、 改善社区生活环境、提

升居民“两型”意识；“两型”村庄的建

设，以倡导低碳消费方式、节地、节水、

节能为资源节约的突破口， 以控制农

业面源污染和改善民生环境为重点，

以信息覆盖和特色文化保护为支撑

点，着力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环境。

据介绍，

12

项“两型社会”建设标

准均实行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

合。 “两型社会”标准体系区别于一般

的技术标准， 具有较强的社会性，资

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不仅仅涉及技术

手段 ， 更牵涉到社会管理的各个方

面，尤其要突出体制机制创新对资源

节约和环境友好的重要作用，对于这

些难以用数值量化的指标则通过定

性来衡量。

广州军区考察

“国防之星”

我省11名候选人作述职发言

本报

6

月

16

日讯 （通讯员 赵鹏 郭容志

陈显 记者 刘文韬）

6

月

15

日， 广州军区副参

谋长韩林枝率联合考察组， 对我省推荐的第

五届 “国防之星” 候选人进行考察。 省委常

委、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 省军区司令员张永

大参加考察访谈会。

“国防之星” 评选表彰活动， 是广州军

区国防动员建设的一大特色和品牌， 每

2

年评

选一次， 对调动全社会关心支持国防、 推进

新形势下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 我省先后有

38

名为国防后备力量建

设和双拥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同志被评为

“国防之星”。

考察访谈会上， 我省

11

位第五届 “国防

之星” 候选人分别作了述职发言， 军事机关

领导对候选人情况作了补充发言。

于来山在介绍情况时说， 湖南是一片红

色热土， 历来有着崇军尚武和党管武装的优

良传统， 党政各级、 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国防

建设的氛围很浓。 今年是 “十二五” 开局之

年， 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都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 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以扎实开展 “国防

之星” 评选表彰活动为平台， 进一步强化国

防观念 ， 认真履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职责 ，

切实形成全社会关心国防、 热爱国防、 建设

国防、 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韩林枝对我省参评 “国防之星 ” 工作

情况给予充分肯定 ， 同时希望以此为契机 ，

进一步强化各级领导国防观念 ， 紧贴形势

任务 ， 紧密结合实际 ， 认真抓好各项工作

落实 ， 努力推动我省国防后备力量建设迈

上新的台阶。

� � � �

本报

6

月

16

日讯

(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姚广平 李艳

)

今天召开的

全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透

露，近年来，我省国有经济规模壮大，

结构优化，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 到

“十一五”末，全省国有资产总额达到

7263.7

亿 元 ， 较 “十 五 ” 末 增 长

157.8%

，年均增长

21%

。

2010

年，全省

监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479.8

亿元，

实现利润总额

148.2

亿元，分别比“十

五” 末增长

80.1%

和

612.5%

。 省委常

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陈肇雄出

席会议并讲话。

刚刚过去的“十一五”，我省国资

监管工作成效显著。国有经济规模迅

速壮大，企业综合实力不断增强。 其

中，省属监管企业由省国资委成立之

初的

54

户整合为

25

户， 华菱集团、中

联重科、 建工集团进入中国企业

500

强。

2010

年，

25

户省属监管企业全部

实现盈利和收入增长。国有经济发展

活力进一步增强。国有企业改革进一

步深化， 现代企业制度加速建立；股

份制改造和资本运作积极推进，国有

资产证券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十一

五”期间，全省监管企业共有上市公

司

15

家，比省国资委成立之初增加了

3

家，市值达

1649

亿元。中联重科成功

实现境外上市。 与此同时，国有经济

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传统优势产业

改造升级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

力度加大。

强劲的发展活力，支撑着国有经

济迅猛发展。 今年

1

至

5

月，省属监管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302

亿元，同比增

长

40.08%

；实现利润

65.6

亿元 ，同比

增长

133%

。

陈肇雄充分肯定“十一五 ”我省

国资监管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要求全

省国资系统准确把握“十二五”面临

的形势和任务，提高国资监管科学化

水平， 促进我省国有经济跨越发展，

引导国有企业加快转方式调结构，提

升国有经济发展层次； 深化国有企业

改革，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完善风

险防控体系，提高内部管控能力；加强

国有企业党建工作， 充分发挥党组织

的政治核心作用； 加强国资监管系统

自身建设，提高监管服务水平；加强组

织领导，优化国资监管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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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记者 冒蕞

蒋剑平 通讯员 马永忠 ）

6

月

12

日，恒天九五邵阳纺机产业园在

邵阳市宝庆科技工业园破土动

工，省委常委 、省长株潭试验区

工委书记陈肇雄出席开工仪式，

并为工程奠基。

恒天九五邵阳纺机产业园

由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投资

兴建，该项目占地

746.5

亩，总投

资额达

5.5

亿元， 新建厂房面积

达

30

万平方米。该园建成投产后

年产值可达到

20

亿元以上，年利

税额将突破

1

亿元。

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是

由大型中央企业中国恒天集团

于

2010

年以邵阳纺织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湖南长天九五重工等

相关资源企业为平台组建而成，

其前身之一的邵阳纺织机械有

限责任公司具有

40

多年的创业

史，有

100

余项国家专利，先后入

选省工业企业

100

强、 省知识产

权优势培育企业，是国内少数几

家具备承接化纤项目 “交钥匙”

工程整体实力的企业之一。

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

司并入恒天九五重工有限公司

以来， 业务范围进一步扩大，坐

落在邵阳市城区内的老厂区空

间狭小、物流成本高 、影响厂区

周边人居环境等问题逐渐凸显。

为此，该公司向邵阳市委市政府

提出了“退城入园”申请，并于今

年

5

月份签订了新建产业园区的

项目合同。

陈肇雄表示，像恒天九五邵

阳纺机产业园这种通过“退城入

园”促进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

化互动发展的模式，是城市与企

业共同发展的重要发展方向，有

很好的推广价值。

180位书法家书写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将在少奇故里建碑刻长廊

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钟绚丽） 今天， 在省博物馆

3

楼展厅里， 来自

全国各地的

180

位书法家书写的刘少奇 《论共

产党员的修养》 书法作品， 让参观者赞叹不

已。 老同志刘夫生、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

雅瑜出席开展仪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90

周年， 也是少

奇同志回故里调研

50

周年。 为纪念这两大活

动， 自

2011

年

1

月开始， 长沙市委宣传部、 刘

少奇故里管理局、 长沙市书法家协会共同策

划， 组织全国名家书写刘少奇 《论共产党员

的修养》 作品征集活动， 并将在刘少奇故里

景区花明园筹建书法作品碑刻长廊， 作为一

项永久性的文化工程供游人参观学习。 消息

传出， 全国书法名家积极响应， 经过近半年

努力， 圆满完成了书法作品征集任务。

为了既保持领袖著作的完整性， 又体现

书法作品的艺术性， 组织者将

48000

字的 《论

共产党员的修养 》 全文 ， 划为

168

个自然段

落、

1

个大标题、

9

个小标题请名家分工书写，

作品规格统一按

4

尺整张条幅排版， 全国每个

省、 直辖市、 自治区及台湾、 香港、 澳门的

180

位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和知名书法家参

加， 作品总量共计

221

幅。 我省

14

个市、 州，

长沙市的

9

个县区均有书法家代表参加。

� � � �

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徐亚平）

今天，首届中部“两型”陶瓷文化节暨

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颁奖典礼在

岳阳县举行。 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

联主席何报翔，省政协原副主席龙国

键，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理事长何天

雄，副理事长付维杰等出席。 何报翔

表示，湖南陶瓷行业要将企业发展与

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

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符合科学发

展观的绿色创新之路。

会上，何天雄、付维杰为湖南天

欣集团生产的“同喜”牌仿古陶瓷墙

地砖、“金达雅”牌仿古陶瓷砖，颁发

了“中国陶瓷行业名牌产品”牌匾。

何报翔指出，作为传统产业的陶

瓷业， 要以技术创新促节能减排，在

加工工艺、生产设备、操作规程、技术

标准等方面形成特色；推行清洁生产

方式和循环经济模式，从传统的依赖

资源消耗的线型消耗型经济增长，转

变为依靠资源循环利用的闭环流动

型增长。 要以集群发展促转型升级，

在重大装备技术和工艺技术的研究

创新上，团结协作，有序竞争，无缝对

接， 全面提升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

要以品牌建设促提质增效，建立产业

联盟，加强品牌建设，推动分工合作，

实现企业经营方式由产品主导型向品

牌主导型的转变。 要以责任意识促科

学发展，把理念转化为行动，在发展壮

大企业的同时，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

本届中部“两型”陶瓷文化节由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民建湖南省委、

岳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等单位

主办。

“本科生阅卷事件”当彻查

禹振华

陕西省委、省政府有关领导

6

月

15

日就西安外国语大学违规选

聘本科生参加高考评卷问题作出

批示。 西安外国语大学随后对参

加高考评卷的人员进行逐一甄

别，确认有

240

名本科生参加今年

的高考评卷工作。

在此之前， 陕西省招办新闻

发言人说，“本科生阅卷是冒天下

之大不韪，谁敢干这种事情？ ”涉

事的西安外国语大学信誓旦旦地

说，“我给你说了

8

遍了，不可能有

本科生！ ”陕西省招办信访接待室

也说：“网上都是假的”……

十几个小时之后， 被诸多职

能部门一口认定的“谣言”成了事

实。 本科生参评

2011

年高考卷，成

了今年高考之后陕西最大的涉考

丑闻。 所幸的是，陕西省委、省政

府没有偏听偏信职能部门的说

话，而是安排相关部门彻查，还公

众以真相。

明知冒天下之大不韪， 却依

旧行之， 既是对考生利益的极不

负责， 也是对高考严肃性的轻蔑

亵渎， 还涉嫌触犯法律构成隐瞒

和欺诈。

什么人有资格阅高考卷？ 陕

西省招生考试信息网发布了一个

名为 《陕西关于做好

2011

年陕西

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工作的通

知 》， 通知中明确了阅卷人的资

格———“评卷人员由评卷领导小

组聘任。 评卷人员以高校教师为

主，有中学教师或教研员参加，其

队伍应相对稳定。 作文等非选择

题评卷人员，应聘请责任心强、水

平高的教师担任”。

有此文件，本科生的水平是否

胜任高考阅卷，就已经不是一个应

该讨论的问题。 何况，在西安外国

语大学， 参与阅卷的本科生们，实

际上在充当高考阅卷组织者的“廉

价劳动力”，他们实行的是“按件计

酬”，难免不会快中出错。

高考， 是为高校选拔人才服

务的， 为年轻一代实现人生梦想

服务的， 其本身只有服务职能和

公益职能。 高考公平，是社会公平

的“圣地”。 如果出现光怪陆离的

现象，不仅折损制度公信，更容易

击毁民众的念想。

陕西出现本科生阅卷现象 ，

这在全国是否为个案？ 这是最令

公众担心的。 道理很简单———既

然职能部门承认本科生阅卷不

妥，那么如果有此现象存在，则必

然会有考生因其阅卷而 “受伤”。

不彻查，将对高考制度的公平性、

严肃性构成严重威胁。

� � � �

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之，既是对考生的极不负责，也是对高考

严肃性的轻蔑亵渎，还涉嫌触犯法律构成隐瞒和欺诈

国有经济结构优化活力增强

全省国有资产总额达7263.7亿元

何报翔在中部“两型”陶瓷文化节上指出

陶瓷业要走绿色创新之路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

我省发布12项“两型社会”建设标准

邵阳老纺机“退城入园”建新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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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16

日讯 （记者 沙兆

华 通讯员 郑琛琛）今天上午，省

黄埔军校同学会召开纪念辛亥革

命

100

周年暨黄埔军校建校

87

周

年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民革省

委主委刘晓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会上，

20

多位年过八旬的黄

埔老人一同回顾了当年浴血救

国的难忘岁月，缅怀了孙中山先

生和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独立

而捐躯的黄埔英烈。

2

位黄埔后

裔代表表示要弘扬父辈遗愿，继

承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

为推动祖国和平统一多作贡献。

据悉，我省现有黄埔同学近

900

名 。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于

1985

年成立 ，自成立以来 ，广泛

联络和团结引导台湾、港澳及海

外黄埔同学，为我省经济社会建

设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做了大

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刘晓说，我们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缅怀牺牲的黄埔先烈，

就是要进一步继承和发扬黄埔

精神，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希望黄埔军校同学会充分利用

广泛团结海内外黄埔同学和亲

友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与台湾黄

埔同学和亲友的交往，为祖国统

一大业作出贡献。要紧密围绕全

省中心工作 ， 以黄埔情缘为桥

梁，与各有关部门共同开展 “和

平、友谊”交流访问活动，调动广

大黄埔同学的智慧和力量，为我

省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20多位黄埔同学座谈

缅怀浴血救国岁月

� � � � 6

月

16

日， 长沙市雨花区左家塘街道阿弥岭社区开展 “红歌献给党， 世代记党恩” 活动， 组织社

区居民唱红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王宏霞 摄

（紧接

1

版）气象、水文部门全力做

好天气、水文预报工作。灾情发生

后，省民政厅立即派出

2

个工作组

赶赴邵阳、 娄底等重灾区查灾核

灾， 并紧急下拨省本级救灾资金

400

万元， 调运救灾棉被

7000

床、

救灾帐篷

500

顶。省交通厅组织精

干力量，及时抢通了

4

条国道、

9

条

24

处省道以及

98

条

119

处县乡公

路水毁路段。 省经信委调整工作

部署， 重点保障防汛救灾用电供

应。 省安监局派出由局领导带队

的

4

个督查组，对

9

个县（市、区）的

11

家非煤矿山、

37

座尾矿库进行

重点督查， 对全省非煤矿山及尾

矿库进行

24

小时不间断调度。 省

通信管理局出动抢修人员

4286

人

次，应急车辆

1822

台次，对

17

个因

断电、 传输受损而退出服务的移

动基站进行紧急抢修， 确保了全

省通信网络运行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