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程小林

要闻

２０11

年

7

月

29

日 星期五

2

!

!

""

" !#$%&' "()

*+#,-./0123$

456%789!/011:;

<=>?@ABCDEF6GHI

JK%LML'NO&GPQR"ST

DEFUVRW'XY!ZDEF[

\]^_`'abcdefghi$

jkb%lk]!mn/01o

fg'pqra$

s/tt! /01ufvwx

yz{|k}~����!��%�

�'�y!����%��'��!

�ofga��-$ ��56��

����! ��'��]^���

_`(

#

!

""

�!/01|�� 

_`�¡¢Gp! £F¤

$%!

¥¦

_`�§¨L©-ª«!��')}

¬'®¯°±²(

³F

&

!! /01§´µF¶

·¸AB¥'¹º»¼½UL¾d

$'((

¿ÀÁÂ'ÃkÄÅÆa$ Ç

ÄÈÉÊË%O¸ÌÍÎÏ!ÐÑÒ

��8ab%lk]ÎÓ$ Ô=Õ!

mÖ×Ø/01ufvwÙÚÛ

Å!´ÜÜ89.mÖÝÞ%´ßß

àá.mÖâã$

äGvwÛÅ}å% äG1�

æçèÅ'éêvwëìíîäÓ

ï%äGèÅpqOð%äGñò�

ó!ÃkÄÅÆa'"ôäG'!Ò�

�l]õG´ö÷øùúÎû&"ü

ÄÅ��ýRÃ% ü��ÄèýR

;%ü��89ýRþ%ü��pq

ýRÿ''ÛÅÇ!!�ÄÅ'��

a�"#$

Æa�!$%d

&((

¥&'¨

OðA'âç()*!ÒÄÅ��

+Ä,»-.$ {û/0!1Ñ2

345678!ÛÅ1'pqÃ9

±cÛ§ÄÅg:;<=>?@

A$ mÖ!BCD%�EF]D%�

�çGD%ÃHDI

)

ÜèÅJ5

KLÒMNKO!VFP9NQÛ

ÅRÅ!STU{»VèÅ4WX

Óâã! Y§ZÅg[Ä[³%\

ûÈÄÈ³']^_`!ab��

SEZÅUc$ dF!/01e$

$f

$*

¥&! §g�1hièÅ

jklm;no!§ÇÄ'pqr

s½ÒtZOu!Z��l]vw

exy$

.zR{|{�}1 !

+

~�

'�k¼MMÒ��S���a$

V���Ä�äB½�çt'��

���a0��$ ±n!���%�

_��JA'}1�k! ��Sß

&(((

&Ô�'½��1( /01.

zÅ������8! Ò}1

$((

J��k{3�GZÅ! @�Ä�

äB��! Ò���Ä½��1�

�']^$ YØk�ñò % YØ

"¡n}15¢Ã'% YØ "}1�

�'£ø¤¥!Òl¦��]^õG

H§¨£ø©o$

"��´ªy�«õ´$|B!

{C¬Ä®n=j£¯Ñ.^$

°QC¬Sä±! §n²±³'S

ä±$ '/01C¬¬V´ªµ´¶

ì!o·HJE¸¹ab(

ýd!"ºy»{û! ¼½×¾

Ã'']^.C¬¿ÀSÁ$/01

C¬C|SÂ¸Ã! ´FÄGºÅ

ÆJd

+(((

¿Å$ �.¸Ç%Ã�

IÈÉsÊ'=jÆ! ËÌÍ�Î

äoClk]! ÏUC|Ð»'Ñ

Ò$

üÓÔÕÓÖ×! ØÙÚýþ

ÃÛÜ�ÝÃÞß&C|�àá�!

C¬+v»R"âáãä'!ØÙÜ

Ãå]æç�èÃ°é& êÔOý

þÃ5�"këìí5'!îï"ðè

5�'$/01C¬C|ñò.´ª

µ+v'´xÃ"óô%=a%ìç'

Õ°õ'öG÷!

,(

FÖø5�´

ßC|°BCSäùúûüþ>?

þÅ! UÒV�_�ýþÿ!²V

'1êC¬$

&

F"!#$%@V�&�ÓF

äB'(H�)�*á�+!,NH

$

¥&®¸$ °Í3-.A/F�æ

0!§Áø1'(±234!G5�

Æ5`6Y®¸$³F

$$

!!V��

Æ¬78G5�9Y®¸$ :�!7

8;÷dÎ8! G5�ýßH ";

<'$/01C¬SÒG5�'"=>

?@'Ï-!AG/01C¬BCD

o3ºE]»F!Z#$%èGHH

I�J'Ç$mK!´LØ

&)

Üºy

'MÜo3ÃvGC¬Ò��7Y

'ºN!OP¸/

$*&&

¥&$

"QûR'G! ØGùÇÐ{

Ä$ 'mSTU!V¸FÄWZùA¸

¹XYS®$ Z./01C¬!BC

[\]^Æ¨"ØG»Ç''Àk¸

¹_GH»û!1Ø`'abÒ��

l¦]^$ ÔF!/01cfdN

+(

¥&1IBC[\$ ³F!/01C

¬efgh! ij�k�G�Æ!l

·

&(

¥&qÒBC[\úmk�!

ÒØÞn��'ýþÃ!xoÀL8

p�1! q\��ø�BCrs!l

¦�Ñ3C]^,}tu�8p�$

vd! mþBC[\®lm;

ù`o378'ýþÃ$Sw"!´

ßNøþxZ/01yÜcXz{

'R|Ð«}Zm~$ Nø�þg

M��¨\>?�ù�+! Æù`

���dA¥&'k���$

!

!

,+

�!/01C¬´�

-

¥&'B

C[\¸! ÌIZ��ÃR|�Ä

r�'��$

C¬.�ø��a�Æ! ËÌ

��´~�����'L�$ /0

1åäGUä±! �OPDEF�

�åPÜÃ�ç'ºÅ� ! È3

$((.

|ÄäG %o3äG %�º�

3! §ºÅË�@Ä7~I��Î

÷!��HC¬@��'JK$

ÒÚM¢~é ¡¢íàá�

^£J']¤!/0C¬ë-GÚ�

�BC�9!¥Ó"¦!÷ø§¨©

o!å"}1C|'%"Õ|�9'{}

1%"BCä±V�*/03' Ij§

,-!§C¬"BCÒk'2]lm;

}1�kRûA$

�"}1C|',-¨3åÄ!£

no}1Ù©îä'C|d

,((

Ã

$!ªw¢~Ãk«ã%âãàá¸¿

Å! UÒl¦��

]^'"P¬/'$

!"#$%&'()*+,-.!

!"#$%&'()

!"# $% &'

()*+,-./012!3*456"789:;<#

邵阳市人防应急

指挥中心启用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冒蕞 蒋

剑平 通讯员 张东吾）今天，邵阳市

人防应急指挥中心正式启用。 省军

区司令员张永大出席启用仪式，并

观摩在该中心举行的 “邵防———

2011

”实兵演练。

据了解， 邵阳市人防应急指挥

中心占地

60

亩，总投资

1.08

亿元，由

地下人防指挥所、地下战备储备库、

地下战备车库、地面应急指挥中心、

伪装房、机动指挥所等组成，是目前

全省功能最齐全、 要素最完备的现

代化人防应急指挥中心之一。

在当天上午举行的 “邵防———

2011

”实兵演练中，在室内演练了指

挥部编成与组织、 召开防空防灾作

战会议等， 并利用视、 音频传输系

统，演练了对发放空袭警报、组织人

员隐蔽、实施医疗救护、进行抗洪抢

险等室外科目的实时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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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陈莎 路险峰） 今年上半年我

省财政收入多少？支出多少？都用在

哪些方面？

7

月

27

日至

28

日，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分组审议

《关于湖南省

2010

年省级决算草案

和

2011

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

告》和《关于湖南省

2011

年上半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

报告》，盘点半年家底。

两个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全省

财政呈现平稳较快发展态势， 收支

规模持续扩大， 国民经济保持较快

发展势头，实现“十二五”良好开局。

上半年， 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

1285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

344.2

亿元，

增长

36.6%

； 支出

1392

亿元 ， 增长

40.1%

。

支出方面， 民生保障力度进一

步加大， 上半年民生支出达

795.45

亿元， 增长

50.8%

。 主要用于

4

个方

面：一是加强教育发展薄弱环节。上

半年， 全省教育支出完成

190

亿元，

增长

23.3%

。 二是支持医改。 全省医

疗卫生支出完成

104.6

亿元，增长

1.1

倍。 三是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

盖。 全省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完成

243.2

亿元，增长

55.1%

。 主要是支持

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按人均

140

元的标准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基

本养老金， 将新农保试点县由

46

个

扩大到

96

个， 并在试点县同步启动

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为缓解物

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 ，

全省共发放临时补贴

6.4

亿元。 四是

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全省住房保

障支出

19.6

亿元，增长

53.1%

。

审议中，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

认为，随着我省财政收入的提高，对

民生的投入也越来越大， 说明我省

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也注重了分

“蛋糕”。 建议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

结构，分好“蛋糕”。按照公共财政要

求， 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职能，明确政府支出责任，规范财

政供给范围， 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

的方向和结构， 充分发挥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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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陈莎 路险峰） 物价是老百姓

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今天，省十一

届人大常委会第

23

次会议分组审议

关于全省物价形势和物价工作情况

的报告。审议认为，虽然我省上半年

CPI

涨幅与全国的差距正逐步缩小，

但要实现全年

4%

左右的价格调控

目标，面临不少困难。

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

CPI

同比累计上涨

5.9%

， 高出全国平均

水平

0.5

个百分点。 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是年初低温雨雪导致本地蔬菜减

产，道路结冰限制了省外蔬菜调入，

对我省头几个月价格影响较大。 但

分月看，我省

CPI

涨幅与全国的差距

逐步缩小。

6

月份比全国低

0.5

个百

分点，涨幅在全国排名由原第

6

、第

7

位，后移到第

25

位。同时，从全省绝对

价格水平来看，我省总体低于全国。

审议中， 部分常委会组成人员

对各级政府及时完善相关政策 ，加

强价格监管， 采取各种措施减轻群

众负担给予肯定。省人大财经委、常

委会预算工委提供的一份调研报告

称，全省每年安排

1

亿多元的价格调

节基金，用于扶持生猪和蔬菜生产，

保障市场供应，平抑市场物价，使群

众利益得到了维护。

报告显示， 为稳定价格水平，我

省采取建立健全稳定价格总水平长

效机制和保供稳价分工责任制、完善

低收入群体价格补贴与物价上涨联

动机制、强化市场价格监测监管等措

施，价格调控取得明显成效。 目前绝

大多数商品库存充足、 供大于求，夏

粮丰收，稳定物价具备雄厚的物质基

础，物价总体上仍处在可控区间。

审议中， 常委会组成人员一致

认为，为实现

4%

的全年价格调控目

标，要严格执行《价格法》、《湖南省

价格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妥善

处理好

CPI

调控、经济发展 、结构调

整和保障民生的关系， 继续把保持

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作为宏观调控

的首要任务。

上半年民生支出增长50.8%

●教育支出190亿元 ●医疗卫生支出104.6亿元 ●社会保障和就业

支出243.2亿元 ●住房保障支出19.6亿元

上半年CPI涨幅5.9%

物价总体上仍处可控区间

� � � �

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符俊根 郑琛琛 蔡晗薇 ）

7

月

27

日至

28

日 ，“湖南光彩事业古丈

行”活动在古丈县启动，省委常委 、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出席启动仪

式，并在古丈进行调研。省领导何报

翔、杨维刚陪同。

梳头溪村是古丈一个土家山

寨，茶叶产业规模效应不明显，

2010

年人均纯收入仅

1501

元。 今年，该村

被省委统战部确定为扶贫联系点 。

27

日下午， 李微微来到该村英妹子

茶业公司， 为企业启动了茶叶现代

化生产线。 当了解到通过“公司

+

合

作社

+

农户”模式运作，可一改当地

只做春茶、夏秋茶浪费严重的现状，

变“一季采茶”为“三季受益”时，李

微微高兴地鼓励企业壮大品牌 ，在

开拓市场中扩大规模， 帮助农民持

续增收。 当地种茶大户张小红一家

自购设备加工成茶， 一年春茶收入

可达

6

万元， 李微微赞扬她勤劳致

富， 并叮嘱当地大力宣传勤劳致富

典型，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创业致

富。 在贫困户彭清祥、彭兆琪家，李

微微嘱托当地干部帮助其改善生活

条件。

28

日上午，李微微还与古丈县

干部群众进行了座谈。

活动中 ，

15

家民营企业通过省

光彩事业促进会为梳头溪村捐赠扶

贫款

135

万元。 开源集团·浏阳河农

业集团、隆平高科、老百姓大药房 、

步步高集团

4

家企业还与古丈县签

订了茶叶和种养殖项目开发合同 。

李微微、 何报翔共同为开源梳头溪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揭牌。

李微微指出， 要带着感情、 带

着责任搞好扶贫开发， 进一步强化

市场 、 品牌和法治理念 ， 开拓视

野， 在更高层次上谋划发展。 做大

做强做优一批有市场、 能富民、 可

持续发展的特色优势产业和 “两

型” 产业， 在产业富民中建设美好

家园 。 广大企业家要弘扬光彩精

神，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让发展成

果惠及老百姓。

“湖南光彩事业古丈行”活动启动

李微微要求，在产业富民中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

7

月

28

日讯 （记者 陈胜年）

7

月

28

日， 中国湘菜发展论坛暨湘菜

中国行启动仪式在北京湖南大厦隆重

举行，

200

余位业内人士齐聚湖南大

厦， 围绕湘菜如何进一步发展进行深

入探讨。 同时， 以 “从田头到餐桌”

为主题的湘菜中国行活动再次在北京

启动，

30

余家湘菜食材企业到场展示

了正宗湘菜原辅材料。 部分湘籍老领

导出席活动，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

叔红为活动发去贺信， 对活动举办表

示祝贺。

据统计， 北京湘菜企业已达

5000

余家， 作为京城主流菜系的湘菜， 成

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大菜系。 京城湘菜

的快速发展 ， 不仅对外埠湘菜的发

展， 而且对湖南本部的湘菜发展都具

有很强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如何在新

一轮竞争中继续保持湘菜的领先优

势？ 第六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组委

会与北京湘菜协会、 湖南大厦等单位

联合举办湘菜发展论坛， 邀请中国烹

饪协会、 中国饭店协会、 知名餐饮品

牌以及北京湘菜企业一起， 就湘菜的

企业管理、 物流配送、 供需对接、 产

业升级等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广泛

交流。

与论坛务虚相比， 湘菜食材展览

陈列了湖南本土有代表性的优质湘菜

原辅材料， 大湖鱼头、 烟村猪肉、 兴

薇贡椒、 和滨草龟等食材亮相后， 吸

引了京城湘菜企业负责人现场看样订

货。 这是美食节组委会第二次组织食

材企业赴京参展， 自第一次参展后，

如今很多原材料成了京城湘菜店的桌

上佳肴 。 浏阳河大酒楼总经理 、 北

京湘菜协会副会长姚经建说， 他们现

在卖得很好的蕨菜和贡椒都是上届食

材展引进的货源， 这次他将重点考察

生态鱼和水鱼、 乌龟等食材。 湘君府

总经理 、 湘菜大师平健坦言 ， 凡是

来自家乡的好食材他都优先优价考

虑， 因为只有原料正宗才能确保湘菜

出品正宗。

湘菜发展 专家支招

中国湘菜发展论坛暨湘菜中国行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 � � �

本报

7

月

28

日讯 （记者 黄纯芳）“严

肃纪律、狠抓落实，确保专项检查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在今天召开的全省开展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简称《廉政准则》）贯彻执行情

况专项检查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许云昭这样强调。

从本月起至

10

月

30

日，我省将对《廉

政准则》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专项检查。 本

次专项检查包括的单位是： 全省各级党

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人民团体、事业

单位、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高等院校。

专项检查包括的党员领导干部是： 以上

单位中县（处）级以上或相当于县（处）级

以上的党员领导干部， 国有和国有控股

企业及其分支机构领导干部中的党员 ，

县（市、区）直属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

关的科级党员负责人，乡镇（街道）党员

负责人，基层站所的党员负责人。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主要检查：组

织学习宣传《廉政准则》的情况；对领导

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

治理； 涉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的信

访举报及案件的受理、核查、查处情况 ；

建立健全《廉政准则》相关配套制度措施

等。 党员领导干部主要检查： 围绕遵守

“八个严禁”、“

52

个不准”进行对照检查、

自查自纠的情况；执行《关于领导干部报

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情况。

许云昭强调， 要以本次专项检查为

契机， 着力解决当前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方面的“

6

大突出问题”，即：党委换届中

“跑官要官”、“买官卖官” 和违规用人的

问题；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挥霍公款、奢

侈浪费的问题；领导干部违规收受礼金、

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问题；领导干部违

规经商、办企业的问题；领导干部违规多

占住房和买卖住房等问题； 违规发放公

务员津贴补贴的问题。

专项检查《廉政准则》贯彻执行情况

着力解决廉洁从政6大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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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8

日讯（通讯员 张文 王希明

张平 记者 刘文韬） 在常德市今晚举行

的“庆‘八一’———永不褪色的军旗”文艺

晚会上，市委、市政府、军分区对一批“双

带双促” 活动先进进行了表彰。 省委常

委、省军区政委杨忠民，副政委万建华出

席活动。

2009

年初 ，常德市委 、市政府 、军分

区在退役军人中开展“带头建设家乡、促

进经济发展，带头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

谐”的“双带双促”活动。 活动中，该市出

台相关文件， 对退役军人兴办企业给予

降低信贷门槛、加强技术服务、落实税收

减免等优惠， 并设立退役军人创业扶持

基金， 组织全市

12

所职业技术学校对退

役军人进行免费技能培训。 据统计，两年

多来， 全市军地各级共扶持退役军人兴

办各类实体

3250

多个， 安置退役军人就

业

25000

多人。

同时，大批走上致富路的退役军人主

动带领群众共同致富，并积极投身民兵预

备役建设。 两年多来，全市有

28000

多名退

役军人参加了基干民兵组织，近万人成为

民兵骨干，帮助

3

万余户群众脱贫致富。

常德扶持退役军人兴办实体325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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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8

日讯（通讯员 王希明 卓健

郭容志 记者 刘文韬） 今天上午， 省委常

委、 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率慰问团来到省

军区机关看望慰问官兵。 省军区领导杨忠

民、张中湘、魏永景、刘新参加了慰问活动。

陈润儿代表长沙市委、 市政府和全

市人民向官兵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并对

省军区驻长部队为长沙市的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作出的突出贡献表示感谢。 他

表示，长沙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发

扬党管武装和拥军优属光荣传统， 想方

设法为驻长部队办实事、解难题，为推进

部队全面建设加油助力。

杨忠民代表省军区部队官兵， 感谢

长沙市委、 市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长期

以来对部队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的关心

和支持。 他要求广大官兵进一步发扬拥

政爱民光荣传统，视驻地为故乡，把人民

当父母，展示省军区驻长部队威武之师、

文明之师的良好形象。

长沙市领导慰问省军区部队官兵

� � � � 7

月

28

日，中国湘菜发展论坛暨湘菜中国行启动仪式在北京湖南大厦隆重

举行。 图为与会领导给北京知名湘菜企业授牌。 本报记者 刘建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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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7

月

28

日讯（记者 左丹）记者

今天从在邵阳市举行的

2011

年全省新

闻出版工作座谈会上获悉，我省将分两

批完成全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转

企改制任务，其中第一批

53

家报刊单位

将于今年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任务。

据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朱建纲介

绍， 我省目前共有

336

家报刊。 今年

上半年， 我省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体制改革工作的前期调查摸底已经完

成， 并确定分两批完成改革。 即第一

批共

53

家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转企改制

任务， 主要包括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长沙晚报报业集团所属的非时政类报

刊出版单位， 文化、 艺术、 生活、 科

普等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 专业性

较强的行业性报刊出版单位， 隶属于

企业法人的报刊出版单位， 已登记为

企业法人但尚未转企改制到位的报刊

出版单位， 主动申请先行转企改制的

报刊出版单位， 以及上述报刊出版单

位所属的报刊编辑部。 第二批将在明

年

9

月底前完成转企改制任务， 具体

任务是： 其他需要转制的非时政类报

刊出版单位和经批准的省内各部门各

单位所属的晚报、 都市类、 财经类报

刊等出版单位都要完成转企改制； 非

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中不具有独立法

人资格的报刊编辑部不能独立转企改

制， 原则上予以撤销， 确有价值保留

的，并入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党政

部门主管主办、用于指导工作、面向本

系统发送的非时政类报刊， 转为内部

资料性出版物， 或并入党报党刊出版

单位和其他新闻出版传媒企业； 科研

部门和高等学校主管主办的非独立法

人科技期刊、学术期刊编辑部，待中央

制定具体改革办法后另行组织实施。

53家报刊单位年底前转为企业

我省将分两批完成非时政类报刊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