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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近两年来， 在全省各地各有关部
门和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共同努
力下， 我省非公有制经济保持了平稳
较快发展，为加快 “四化两型 ”建设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
涌现出了一大批先进典型。 为表彰先
进，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授予浏阳市
等20个县市区 “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
经济先进县市区”、中国建设银行湖南
省分行等20个单位 “湖南省非公有制
经济服务先进单位”荣誉称号，授予肖
志鸿等34人 “湖南省优秀非公有制经
济企业家 ”、何冉等38人 “湖南省非公
有制经济创业标兵 ”、 黄朱向等46人
“湖南省非公有制经济先进工作者”荣

誉称号。
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

荣誉，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全省广大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以先进为榜样 ，
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共同促进全省非
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 全省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加快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各项政策措施， 继续加大对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引导、 扶持和服务
力度， 切实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
境， 努力开创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新局面。

湖南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名单见6版

� � �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唐婷）省
政府近日发文通报上半年全省绩效
评估和为民办实事督查情况， 上半
年， 我省48个省级重点工程完成投
资214.5亿元，其中33条高速公路和2
个航电、 航道建设项目总体进展顺
利， 道贺高速公路年内可望建成通
车； 已有22个为民办实事项目指标
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占考核
总数的近七成。

通报显示， 纳入绩效评估的48
个省级重点工程 （不含企业自主投
资项目）， 年计划投资533.4亿元，上
半年完成投资214.5亿元， 为年计划

的40.21%。 吉茶、吉怀、洞新、通平、
汝郴、郴宁、长湘 、炎睦 、浏醴 、炎陵
分路口———炎陵县城等10个高速公
路项目均超额完成上半年投资计
划。 沪昆高速新增连接线正式开工
建设，道贺高速年内可建成通车。 湘
江2000吨级航道建设一期工程前期
工作进展顺利，预计10月开工。

上半年， 各级各部门扎实推进
为民办实事。 全省32个为民办实事
项目中的38个考核指标，已有8个指
标提前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14个
指标实现任务过半。 城市低保对象
月人均补差达177.29元，超全年任务

9.29元。农村低保对象月人均补差达
68.72元，超全年任务3.72元。 建成农
家书屋8000个， 新增1745个行政村
实现互联网宽带上网。 建成乡镇到
村水泥 （沥青 ）路4516.4公里 ，完成
317座病险水库的除险加固，开工建
设189所乡镇敬老院，帮助92.21万农
村人口解决饮水不安全问题。 新增
城镇就业43.67万人， 新增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56.7万人。

通报显示，上半年，全省各项社
会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城镇居民收入
增长较快，上半年，全省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9513元，增长12.7%；社

保征缴进一步扩面，全省累计征收企
业养老保险费147.3亿元， 新增参保
人员30.56万人； 基本药物制度稳步
实施，全省各级政府主办的所有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均实施了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307种国家基本药物均实行
了网上集中采购和零差率销售；保障
性住房建设逐步推进，全省保障性住
房和各类棚户区改造新开工15.91万
套，竣工8.67万套；节能减排积极推
进，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减排基本
完成半年控制任务；粮食总产稳定增
长，全省春粮收获面积307.7万亩，总
产12.6亿斤，增产10%。

� � �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李军 通讯
员 罗家欢）检察机关要紧紧围绕党和
国家工作大局，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
一中心工作，推进“三项重点工作”，预
防惩治腐败，促进公正司法，化解社会
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8月14日至16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在我省
就检察机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第十三次全国
检察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进行调研。

8月15日上午，曹建明首先来到了
韶山市人民检察院看望慰问检察干
警，并考察了该院的举报中心。 仅有25
名干警的韶山市检察院， 依法履行法
律监督职责， 坚定地执行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3年来提起公诉的案件有罪判
决率达100%。 曹建明勉励该院检察干
警，积极传承“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
日月换新天”的韶山精神，依法正确履
职，维护伟人故里的和谐与稳定。 8月
15日下午， 曹建明还来到长沙市开福
区和长沙市人民检察院， 重点考察了
该市检察机关以设立检察联络室为载
体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情况。

我省非常重视检察队伍规范化建
设。 去年以来，省委常委会专门听取了
检察工作的情况汇报，省人大常委会还
专门通过了《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诉

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全省检
察机关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推进体
制机制改革，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确保
公正廉洁执法， 有力地维护了司法公
正。 8月16日上午，曹建明来到省检察院
机关看望慰问干警，听取了该院的工作
汇报及部分干警的意见和建议，对我省
检察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曹建明强调， 要始终坚持党对检
察工作的绝对领导， 始终把人民放到
检察干警心中的最高位置。 他指出，检
察工作要着力提高 “三种能力 ”，即推
动科学发展的能力、服务群众的能力、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营造“四个
环境”，即诚信有序的市场环境 、和谐
稳定的社会环境、 廉洁高效的政务环
境、 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 要善于监
督、依法监督、规范监督、理性监督，努
力提高监督能力。 要加强队伍建设，强
化自身监督，坚持从严治检，进一步深
入推进检务公开， 切实担负起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捍卫者的
职责。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强陪同了在省人民检察院的调研。 省
领导徐守盛、陈润儿、陈肇雄、李江、刘
力伟，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陪
同或看望了曹建明一行。

� � �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唐婷 肖
建生） 今天下午， 湖南省私营企业
100强授牌大会在长沙隆重举行，三
一集团 、大汉控股 、步步高 、冷水江
钢铁 、 山河智能等100家企业入选
2010年度湖南省私营企业100强。 省
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在会上要求，
认真落实国务院 《关于鼓励支持和
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的若干意见 》，倡导全民创业 ，为个
体私营经济成长提供充足的“阳光、
空气和土壤”。

中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会长甘国
屏，省领导陈叔红 、刘力伟 、何报翔
出席。 副省长刘力伟主持会议。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采取政策引导、
资金扶持、 营造良好环境等一系列
措施， 不断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健康
快速发展。 “十一五”期间，全省个体

私营经济以年均16%以上的速度增
长， 至2010年末私营企业总数已占
全省企业总数的80%以上， 成为我
省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

为推动个体私营经济做大做
强，我省从2001年启动“湖南省私营
企业100强”评选活动，每五年一届，
迄今已举办三届。 此次入选的100强
私营企业 ，分布在制造 、建筑 、房地
产、金融 、采矿 、信息软件等多个行
业， 去年平均净资产总额为5.73亿
元，平均销售收入为15.25亿元，平均
纳税金额为7451万元。

徐守盛说，个体私营经济是推动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加
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生力军。此次
评选出的2010年度湖南省私营企业
100强，是我省19.37万户私营企业的
先进典型，充分体现了我省个体私营
经济发展的水平，集中展示了我省个
体私营经济发展成果。

徐守盛指出，我省个体私营经济
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全国和中
部其他省份比，我省个体私营经济发
展不是快了而是慢了，不是多了而是
少了，我们与发达地区相比，差距最
大就在个体私营经济。 当前，我省正
处于 “四化两型”建设的关键时期，

实现科学发展、 富民强省的宏伟目
标， 迫切需要充分激发非公有制经
济发展潜力， 加快提升服务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希望全
省各级各部门以发展为重， 以服务
为先，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支
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
发展的若干意见》，该放开的坚决放
开，该支持的加大支持，努力营造各
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公平使用生产要
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
律保护的体制环境， 为个体私营经
济成长提供充足的“阳光、空气和土
壤”。 （下转8版①）

� � � �本报8月16日讯（记者 贺佳）昨天
下午，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在长沙会见
了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义龙一行。

凯迪控股拥有全球领先的生物质
发电和生物质制油专利技术， 目前正
在我省大力发展生物质能源产业，“十
二五”期间计划在湘投资150亿元。

梅克保说， 能源短缺是影响湖南
科学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保证水电、火
电和煤炭等传统能源供应的前提下 ，
湖南正积极拓展新的能源渠道， 大力
发展生物质能、风能、太阳能和页岩气
等新能源产业， 多管齐下解决湖南
能源瓶颈问题。 湖南丰富的农作物
秸秆、林业废弃物等生物质资源，为
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提供了优越条
件。 凯迪控股在湘投资建设生物质
能源项目， 必将有效破解我省能源
瓶颈，在优化产业结构，改善生态环

境， 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
义， 双方合作潜力巨大， 产业前景广
阔。 希望凯迪控股把湖南作为未来投
资的战略重点， 在充分论证、 科学布
局、保护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投
资，加快发展。 湖南将全力支持凯迪控
股在湘发展。

陈义龙说，“十二五”时期，凯迪控
股将抢抓湖南“四化两型 ”建设机遇 ，
充分利用湖南丰富的生物质资源 ，依
托企业核心技术和管理经验， 大力发
展生物质能源产业， 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多作贡献。

� � �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贺佳 陈
亚静） 记者今天在湖南省私营企业
100强授牌大会上获悉，省工商局、中
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已联合出台
《关于支持百强私营企业做大做强的
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 《措施》），
具体制定10大举措，引导、扶持百强
私营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私营企业尤其是百强私营企业
已成为我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的生力军，对促进我省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具有很强的带动与辐射作
用。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全省个体
私营经济年均增长16%以上，到去年
底私营企业总数达19.37万户， 占全
省企业总数80%以上， 吸纳了85%的
新增就业人员，贡献了51.8%的税收。
但与此同时，我省私营企业数只占全
国的1.96%，在全国排在第15位，发展
私营经济仍任重道远。

《措施》明确在融资发展、银企合
作、兼并重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
改制上市、品牌兴企、网络营销、拓展

市场、诚信经营等10个方面，给予百
强私营企业强力支持。 其中，在融资
发展方面， 将支持企业通过股权质
押、动产抵押、商标质权登记进行融
资，加强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与
企业的合作，拓宽融资渠道；在银企
合作方面，构建工商部门、工商银行、
个私协会与企业合作长效机制，搭建
高效的银企对接平台， 工商银行3年
内给予企业300亿元规模的新增融资
支持；在企业兼并重组方面，支持企
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
组，对重大兼并重组事项实行一企一
策，在设立登记、债务清理、并购贷款
等方面，提供系列服务；在转方式、调
结构方面，支持企业转型升级发展为
行业或区域龙头企业，鼓励企业整合
上下游关联企业，重点引导企业进入
战略性新兴产业； 在改制上市方面，
对具备实力、 有条件上市的企业，纳
入工商部门登记审批 “绿色通道”和
工商银行重点扶持对象；

（下转8版②）

省政府通报上半年全省绩效评估和为民办实事督查情况

为民办实事项目七成实现“双过半”

我省私营企业100强授牌大会举行
徐守盛要求，为个体私营经济成长提供充足“阳光、空气和土壤”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011年8月11日， 不另行文）

“多管齐下解决湖南能源瓶颈问题”
梅克保会见凯迪控股董事长

� � � � 8 月 16 日 ，
长沙市天心区环
卫局组织职工及
家属子女 170多
人到省科技馆参
观， 丰富业余生
活。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 � � � 本报8月16日讯 （记者 唐
爱平 通讯员 李箐箐 徐博雅） 8
月12日， 中联重科自主研发制造
的全球最大上回转自升式塔式起
重机， 在中铁大桥局承建的马鞍
山长江大桥主塔工程中， 成功吊
起240.5吨的重量。

经过权威部门的现场考核 ，
该塔机在最大吨位240.5吨重量
起吊过程中， 运行平稳， 负载能
力与各项功能完全满足标定要
求。 这标志着我国桥梁 “大吨位
结构、 超高度吊装工程” 长期依
赖进口塔机的历史将彻底改写。

据了解， 中铁大桥局集团公
司在安徽马鞍山承建的马鞍山长
江大桥， 其桥塔为多节段钢制结
构。 桥塔由几十个节段组成， 其
中最重节段为210吨 ， 安装高度
205米。 经过多方面对施工方案
的比选， 确定采用塔式起重机进

行安装。
中联重科作为全球最大的塔

机制造企业， 在超大吨位塔机研
发制造领域有充分的技术储备。
2010年3月， 中联重科与中铁大
桥局签订全球最大上回转自升式
塔 式 起 重 机 D5200 -240采 购 合
同； 当年8月， D5200顺利下线，
并于当年12月交付中铁大桥局马
鞍山长江大桥项目开始安装作
业。

这次成功的起吊， 是在90米
独 立 高 度 ,22.15米 幅 度 ， 起 吊
240.5吨 重 量 ， 起 重 力 矩 达 到
5411吨米， 总负载和变幅时间考
核近两个小时。 中铁大桥局马鞍
山长江大桥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戴
贤荣称， 通过这次成功的考核，
坚信中联重科的D5200一定能够
完成今年11月底的最大一吊： 在
205米的高度， 吊装210吨吊重。

10大举措助百强私企做大做强
工行3年给予企业300亿元新增融资支持

在90米高度起吊240吨重量

中联塔机“巨无霸”
改写历史

曹建明在湘调研时强调

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 � � 8月15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 （中） 在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检察
院调研。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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