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1"2345!"67
8-.9,01:;#
!!! "!"

"!-./,<=>?@ABC!DEF?@ABGCHIJKLM!
NOPQRS$
!!! "!"

#%TU!VW!X5!Y5>?'Z)*+,"-.[,01"\],
W!"^_`Mabc!defgMahHI!"PQNO$
!!! "!"

$!ijklmn-.[,opqrs^tuvwxyz{|}$
!!! "!"

%! ~�&mn-./,ijop��qr��-.����|}"
s���m����s�!����*+-.�,ijop��$
!!! "!"

&!����h�5����*{-.�5��{�-.��$
!!! "!"

'!� klmn-.�,ijop01qr¡a¢£¤HI3¥$
!!! "!"

(!x¦klm§¨©ª-.x¦z{"«-./,opqrx¦¬
®ª"¯r°±²³x¦®ª´$
!!! "!"

)!µOklmnMa¶·¸e¹!º»e¼½¾h-.�,op¿
rµOkl�,OÀÁUÂÃ$
!!! "!"

!*! ÄÅÆÇÆÈklmÉÊËÌ-.ÄÅ! ÆÈÍÎÏÐ-.Æ
Ç!ÆÈÑ¶:�!ÅÒ"ÓÔÕUkl*+&-.iÖ×Ç�'®ª"Ø
&ÙÆÇ¬'®ª´Úr-.ÛÜÇÝ$
!!! "!"

!!% [,OÀ��Þßklmn-.à,½¾qrX5[,OÀo
p%01|}"n-.[,iÖopqr,á&[,OÀâ'�®ª|}¤
×ãäå$
!!! "!"

!"%æ "*!% C"çèzégÏijkl%êëìWÐs^>?�í�
ij!"îtW%-.ïð�Äñòó"ôõö÷¤ø%!ù³ô%úûü
Ä¶s^¦-.[,ijopýþ$
!!! "!"

!#%opklmn-.�,ijopqrs��ÿ!���"$
!!! "!"

!$%ÆÈ%ÄÅ%#$%%&'�(³ìWÏÐù)ìW%*T+%*T
ÆÈ% ,-È./W�ê0ìW'Äñ% 1r*+2�3¶-.,4i
j$
!!! "!"

!%%BC&!!) -.�'ij®ª)5h<m.M6)"ç7 8'Ä
ñ*+s^¦-.ijop®ª$
!!! "!"

!&%!"#$¸&'Ø�,�9%PQ:;h-.{¥�?�{�-
.�,<=$
!!! "!"

!'%> 8%?�@"^'��A�zéB,C¼&.:;"DE
×ã-.�,<=hF�"Ð6G·%-HMabc$
!!! "!"

!(%IJK"'opLKC!MNM"<OIJ:Z'PPQÂÃQ
×ãRS$
!!! "!"

!)%(Rm)mSçèm:Z,�-.ijop��¶ !* C¢£hC
;T£"UqrVè2Ws^G+h�,G+XW¢£#
!!! "!"

"*%Y;ZY[%> \�']�^>_�`JhÕab¶cAI
Jdefm¶+�%LM%gy%NOCe�-.hi#
!!! "!"
6) !*"* jkÃ+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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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鑫 责任校对 程小林要闻 ２０11年8月12日 星期五2

�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颜琰） 记者今天从省经信委
获悉， 通过加速推进软件技术与制造
产业融合发展 ， 全省装备产品 “智
慧” 水平大幅提升， 工业行业转型升
级效应明显。

我省知名的医疗科技企业湖南长
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依托自主研发
的“医院自助综合服务系统”、“电子病
历医院信息系统”等软件，创立了医院
就诊全程自助服务模式， 在创新医院
管理模式、方便病人就诊的同时，提升
了产品核心竞争力。 目前，该公司产品

被20多个省市的近100家三级甲等医
院 采 用 ， 软 件 业 务 收 入 增 速 高 达
219%。 三一集团通过自主研发的远程
监控系统， 可对遍布全球的近10万台
机械设备实施卫星定位、远程监测、数
据采集分析、故障诊断和技术支持，其
软件服务成为产品售后服务核心竞争
力，实现了由“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
制造”的转变。

据省经信委透露， 通过融合发展，
全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保持高速增长，
上半年累计完成软件业务收入108.57
亿元，同比增长42.19%。其中，作为我省

装备制造骨干企业的株洲南车时代电
气有限公司，通过传统电气技术与信息
技术对接融合， 形成了七大核心技术，
打造了我国高铁的 “中国脑 ”、“中国
芯”， 其在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企业
的排名，由去年的第24位跃升到目前的
第14位，成为我省软件产业和装备制造
业融合发展的典型代表。

为进一步提升我省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聚集发展水
平， 增强对信息化的支撑服
务能力， 我省加快软件产业
园区建设， 为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科技支撑。 长沙软件园通过不断
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 吸引
了云海科技、 金蝶、 天拓立方等国内
百强软件企业入园， 今年新增注册企
业100多家 。 即将于本月底开园的中
电软件园， 已有102家企业准备入驻，
其中注册资本超过1000万的企业有24
家。

禹振华

中宣部等5部门部署 “走基
层、 转作风、 改文风” 活动， 是
新闻战线贯彻落实胡锦涛同志
“七一 ” 重要讲话精神的基础性
工程。 也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
动， 重在联系实际， 贵在取得实
效。

这项活动， 最根本的就是要
解决新闻工作者的立场问题， 通
俗地说， 解决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早
就说过， “为什么人的问题， 是
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
还说 ：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 ，
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 ”
也就是说 ， 只有解决了立场问
题， 新闻战线、 新闻工作者和整
个新闻工作 ， 才能落实党的要
求， 满足群众的期盼。

新闻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 、
动员群众 、 服务群众的重要职
责。 如果新闻工作者不能站稳群
众立场， 反映群众声音， 就无法
坚持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宗旨， 履
行好新闻工作责任使命。 只有站
稳了群众立场， 才能在新闻实践
中积极宣传党的主张， 热情反映
人民意愿， 永远与人民群众同呼
吸、 共命运。

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
上 ， 就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 、
感情上贴近群众、 工作上依靠群
众， 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 共
命运、 心连心。 首先要注意体察
民情， 顺应民意， 还要善于做群
众工作， 包括化解社会矛盾， 理
顺社会情绪。

自觉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 ，
就要正确把握同人民群众的关
系， 摆正同人民群众的位置。 群
众是社会的主人， 党是领导我们
事业的核心， 新闻工作是党联系
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这是最基本
的关系定位。 新闻工作者得要放
下身段 ， 学会倾听 ， 学会回应 ，
甚至要学会道歉。

群众立场的核心， 是维护最
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不管时代
怎么变， “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
依靠群众 ” 的基本要求不能变 。
要深刻认识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
势是密切联系群众， 党执政后最
大危险是脱离群众。 如果新闻工
作者对群众的利益事不关己、 高
高挂起 、 脱离群众 、 工作漂浮 ，
对 “亲人” 的困难视而不见、 漠
不关心、 麻木不仁， 甚至在遇到
群众反映的困难时， 还发出晋惠
帝般 “何不食肉糜 ” 类的昏话 ，
既不能回答解决 “为了谁、 依靠
谁、 我是谁” 的问题， 更将危害
党和人民的事业。

感情是双向的。 胡锦涛总书
记在 “七一 ” 重要讲话中指出 ：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 ， 群
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 只有我
们把群众当亲人， 群众才会把我
们当亲人 。” 媒体对群众倾注感
情 ， 群众就会把媒体当贴心人 ，
有话就说 、 有苦就诉 、 有难就
讲。 反之， 如果高高在上， 对群
众态度冷漠， 群众也会对媒体离
心离德。 新闻工作者只有俯下身
去接地气， 写出的作品才会有灵
气， 实现传播效果， 得到群众的
喜爱、 信任和支持。

中联环卫机械

首签亿元
融资租赁大单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李明刚
李敏 记者 唐爱平） 近日， 贵阳市城
市管理局与中联重科签订1.015亿元融
资租赁合同， 涉及清扫清洗、 垃圾清
运 、 除冰除雪等20多个环卫机械产
品。 这是中联重科签订的第一个超过
1亿元的市政环卫设备融资租赁合同。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 ，
公众对城市环保和对城市环境管理水
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为环卫机械产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近年
来， 中联重科大力发展环卫机械， 占
据国内60%的市场份额， 稳居市场龙
头地位。 正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的贵阳市 ， 需要大量的环卫机
械， 成为中联重科的重要客户。

通过将近5个月的紧密沟通和对
接， 中联重科环卫机械公司针对贵阳
市的城市特点和要求， 从设备选型到
方案制订， 从资金筹措到产品定位 ，
从设备管理到业务培训， 为贵阳市市
政环卫系统提供了全新的价值体验和
全面的超值服务， 科学合理地制定了
符合该市特点的城区道路清扫保洁和
垃圾收运的体系方案， 系统地解决了
城市环卫的瓶颈问题， 同时提供了融
资租赁一揽子资金解决方案。

贫困大学新生
可获资助

标准为2000元至5000元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乔伊蕾）

今天上午 ， 记者从省直机关工会获
悉， 为帮助今年考上大学的百余名贫
困学子实现大学梦， 省直机关工会捐
款44万元， 且从8月底开始举行 “爱
心义演， 金秋助学” 活动。

据悉， 此次活动由省直机关工会
等举办。 从8月底开始， 著名笑星大
兵、 周卫星等将在长沙开展爱心巡回
义演， 每场演出的门票将捐给需要帮
助的贫困学子； 还将成立 “爱心寻访
团”， 深入全省各地， 发掘今年考上
大学本科、 家境贫困的优秀学子。

据介绍， 此次活动的资助对象为
2011年前三批录取的大学学生， 且属
城镇、 农村低保 （特困） 户子女或孤
儿， 资助标准为2000元至5000元。 全
省各地符合条件的贫困大学生可拨打
报名热线 ： 0731-82219125， 或登录
湖南省直工会网站， 下载打印 《2011
慈善助学活动申请表》， 提供相关证
明后获取助学金。

�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谭晓冬）小到消毒的棉签、包
扎伤口的各种敷料，大到各种手术器
械， 医院无菌物品供应品种繁多，如
果消毒不彻底容易引起医源性感染。
今天，省消毒供应质控中心成立暨审
核验收培训班在省人民医院举行，我
省将开展医疗机构消毒供应中心
（室）的审核验收，确保医疗安全。

消毒供应中心是医院内各种无菌
物品的供应单位， 它担负着医疗器材
的清洗、包装、消毒和供应工作。 培训

会上， 省内消毒供应专家从消毒供应
中心组织管理、去污区、灭菌区等分区
管理，以及高温蒸汽灭菌技术、无菌物
品的储存与发放等多个层面对学员进
行了规范系统的培训。 省消毒供应质
控中心主任、 省人民医院消毒供应中
心负责人余正香介绍， 省消毒供应质
控中心将启动全省的消毒供应中心审

核验收工作， 涵盖消毒供应中心的建
筑布局、基本设备设施、组织管理与质
量管理4个部分内容，首先由各医疗机
构根据验收标准进行自查与整改，由
医疗机构提出申请， 报行政机构进行
资质审核后， 组织专家进行现场检查
审核。 对于审核检查达不到相关要求
的，将责令整改甚至关停。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朱永华）
今天下午，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编写
的理论读物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 ？ 》
在长沙市咸嘉新村社区举行赠书
仪式 。 中宣部理论局 、 知识出版
社 、 省委宣传部的有关领导和社
区干部群众参加仪式并举行了读
书座谈会。

这部由中宣部理论局组织专家
最新撰写的理论读物集中瞄准当前

社会经济热点 、 难点 ， 紧密联系当
前社会实际和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
深入浅出地解析了物价 、 分配 、 住
房 、 就业 、 看病 、 教育 、 发展不平
衡、 遏制腐败8个方面的问题。

据出版单位知识出版社总编辑

宋镇铃介绍， 该书的编辑思想是从
群众视角、 用群众语言解读当前社
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 体现了较
好的可读性。 该书自8月3日出版以
来， 不到10天时间已经发行 、 征订
了100万册。

举报协助抓逃犯

长沙公安机关
将给予奖励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孔奕）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
获悉， 群众参与公安机关网上追逃专
项督察“清网行动”，发现逃犯线索的，
可以拨打举报电话 0731-110，0731-
85010202 或 发 电 子 邮 件 至 csd鄄
czd@sina.cn进行举报。 举报属实，协助
公安机关抓获逃犯的，将给予奖励。

开展“清网行动”以来，长沙采取
一切措施，对在逃人员实施跟踪追捕，
成功抓获了一批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
人。从5月27日到8月9日，该市共有318
名犯罪嫌疑人到案，其中包括3名身负
命案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其中，望城区
公安局抓获一名潜逃13年的故意杀人
案犯罪嫌疑人贺某。贺某，男，1978年7
月1日出生，原户籍地为南县华阁镇华
胜村。 1998年4月17日18时许，贺某在
望城靖港镇潘溪村九组用火钳将虢呈
祥故意伤害致死后逃跑。此后10余年，
望城公安部门每年多次前往贺某家中
抓捕，做其家人工作，敦促贺某投案自
首，但一直未果。 “清网行动”开始后，
办案民警多次北上辽宁， 南下广东调
查追踪，寻找突破口。 7月12日，望城区
公安局民警终于在广州市白云区成功
抓获贺某。

� � � � 8月11日， 游客在长沙天心阁古城楼参观。 为纪念 “8·15” 抗战胜利日， 作为抗日战争中我方在长沙重点布防
阵地的天心阁， 目前举办了 “风雨古阁·旧事难忘”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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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太原8月11日电 （记者 刘
勇） 在10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博会中
部6省媒体见面会上， 山西省委副书
记、 省长 、 第六届中博会组委会主
任王君说， 中博会举办5年来， 在全
国众多展会中办出了特色 、 形成了
品牌， 给中部6省带来了效益、 树立
了形象。

中博会既是中部6省加强区域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的
重要平台， 也是中部6省扩大对外开

放、承接产业转移、深化国际交流的
重要窗口。 王君介绍，“十一五”期间，
也就是中博会开办以来， 中部6省地
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3.2%， 高出同
期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 财政总
收入年均增长23.2%， 高出同期全国
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 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31.8%， 高出同期全
国平均水平6.3个百分点； 进出口贸
易总额年均增长23%，高出同期全国
平均水平7.1个百分点。 这些数据充

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促进中
部地区崛起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
的，举办中博会是富有成效的 ，也充
分说明中部6省崛起的势头越来越
强，发展的前景越来越好。

据悉 ， 即将在山西太原举办的
第六届中博会将突出体现三大特点：
突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主
线， 突出促进区域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这一核心， 突出体现 “隆重热烈、
高效务实、 成效明显” 这一宗旨。

中部6省加快崛起步伐
“十一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

年均增幅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省消毒供应质控中心成立
医院消毒中心将面临“大考”

10天发行征订100万册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赠书仪式举行

� � � � 本报8月11日讯 （记者 向国
生 廖声田 通讯员 邓道理) 今天，
记者从第二届湖南旅游商品博览
会 (以下简称 “商博会 ” ) 张家界
执委会工作会上获悉， 一个月后的
“商博会” 将推出3大主题活动， 届
时会吸引20万人次中外游客和广大
参展商。

“商博会” 将于9月17日至19
日在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溪布街举
行， 其3大主题活动分别是 “商博
会” 开幕式、 湖南旅游商品协会成

立大会和湖南旅游商品设计大赛。
开幕式将秉承 “快乐湖南 ” 的基
调， 以欢愉时尚的青春歌舞和民间
文艺为表现形式， 汇聚湖湘精彩，
传播快乐生活， 同时， 担负着我省
旅游品牌传播重任的湖南旅游商品
协会将如期成立， 而在湖南旅游商
品设计大赛中， 参赛选手通过对湖
南旅游商品的创新设计， 以充分展
现厚重的湖湘文化。 目前， “商博
会” 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

湖南旅游“商博会”主题活动敲定

� � � � 本报8月11日讯 （通讯员 叶
红军 王希明 郭容志 记者 刘文
韬） 今天上午， 为期4天的省军区
所辖师旅级单位后勤部长及战勤
科长集训结束。 集训期间， 广州军
区联勤部副部长刘检成率工作组
现场指导， 省军区领导张永大、 杨
忠民、 张中湘、 李兰田为集训干部
授课或讲话。

此次集训是省军区着眼全面建
设现代化后勤的一项重要举措，传
达学习了总部和广州军区后勤工作
会议精神， 听取了省军区后勤部部
长李昌进关于省军区后勤建设工作
报告，研究部署了“十二五”省军区
部队后勤建设发展任务。 同时，采取
高层次讨论辅导、前沿性学习研究、
互动式研讨交流等方式， 学习了军
队后勤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 通过
集训， 使师旅单位的后勤领导进一
步理清了省军区部队建设现代后勤
的工作思路， 掌握了做好现代后勤

管理的知识， 增强了高标准抓好现
代后勤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提高
了履行职责的能力素质。

刘检成在集训结业典礼上强
调， 各级后勤必须牢记根本使命，
着力强化职能意识 ， 进一步提升
后勤服务保障质量 ， 把管好用好
资源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 优化资
源投向投量 ， 集中财力物力优先
保障战备所需和基层急需 ， 真正
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对提高战斗力
保障力起长效作用的关键环节。

张永大、 杨忠民强调， 省军区
后勤战线的广大官兵要始终把献
身后勤事业不辱职责使命作为政
治任务紧抓不放 ， 始终把全面建
设现代后勤作为战略任务紧抓不
放 ， 始终把严守法规制度作为刚
性任务紧抓不放 ， 始终把服务中
心保障打赢作为核心任务紧抓不
放 ， 始终把提升干部能力素质作
为长期任务紧抓不放。

打造现代化后勤

省军区师旅单位后勤部长集训

� � � � 8月10日 ， 有色金属工
业园区用工招聘会在资兴市
鲤鱼江镇大兴东路社区举
行。 来自市内外30余家用工
单 位 提 供 就 业 岗 位 3000余
个 ， 近400余人与用工单位
达成就业意向。

李苏文 刘军 摄

勇当“四化”主力军
争做“两型”排头兵

省经信委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