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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9月14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袁武华）新棉上市在即，农发行已
准备了充足的棉花收购信贷资金。 今
天，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分行向记
者透露，该行已安排2011年度棉花收购
贷款专项计划30亿元，同比增长110%。

我省是全国棉花主产区之一。受去
年棉花价格大幅上涨等多种因素影响，

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种棉面积大幅增
加，棉花供应能力恢复性增长。 据省农
业厅数据，今年，我省棉花播种面积约
380万亩，同比增长26.6%，如果后期不
发生大的自然灾害，预计皮棉总产可达
35万吨以上，是个丰收年。 在供给同比
增加的同时，今年棉花市场出现纺织需
求增速放缓、宏观调控力度增强、参与

收购的社会资金减少等新情况。为切实
保护棉农利益， 平抑棉花市场价格波
动，确保棉花产业链各方利益，今年国
家出台了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9月8日，
中储棉总公司启动2011年度棉花临时
收储预案，棉花临时收储价为标准级皮
棉到库价格每吨19800元，敞开收储。

据省农发行副行长胡世财介绍，该

行目前已确认棉花收购贷款资格企业
32家，覆盖了每个棉花主产县。 截至9月
12日，该行已发放棉花铺底资金收购贷
款6300万元，比去年提前了20天。 该行
还积极引导贷款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
任，不压级压价、不抬价抢购，不向棉农
打“白条”；引导企业落实购销合同，边
收购、边加工、边销售，不赌后市。

� � � �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彭晓春 陈莎 ） 今天上
午 ，在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书记
陈润儿的陪同下，省人大常委会
全体组成人员赴长沙市大河西
先导区，考察该市“两型社会”建
设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
勇、肖雅瑜、刘莲玉，秘书长孙在
田参加考察。

省人大常委会今年在全省开
展长株潭城市群“一条例一决定”
执法检查， 派出4个执法检查小
组，分赴长沙、株洲、益阳、娄底等
地开展重点抽查。 执法检查促进
了长株潭绿心地区生态保护，形
成了一批重要决策成果。 即将举
行的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
会议将对执法检查报告进行审
议。 为了使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
员更好地审议报告， 省人大常委
会组织了此次考察活动。

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全

体组成人员首先来到大河西先
导区规划展示馆 ， 了解长沙市
“十一五 ”成就和 “十二五 ”发展
规划，以及远景展望。 随后又实
地察看了洋湖湿地公园、岳麓山
生态修复工程和梅溪湖等。 根据
规划， 未来3年， 长沙市大河西
先导区将建设5大生态系统， 实
现0.5公里出行半径内有一片城
市绿地或湿地、 1公里出行半径
内有一个城市公园或城市广场，
5公里出行半径内有一座森林公
园或大型休闲公园，中心城区人
均公共绿地面积超过12平方米，
森林覆盖率达到55%以上。

“‘两型社会’建设在长沙市
看得到、摸得着。 ”谢勇指出，事
实证明，“两型社会”建设为长沙
市乃至全省的经济发展注入了
活力。 “十二五”期间，我省的“两
型社会”建设必将取得更加丰厚
的成果。

� � � �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胡燕 刘也）我省9名老干部
工作者代表今天下午赴京， 参加全
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
者表彰大会。 上午，省委常委、省委
组织部部长黄建国在长沙为他们送
行。

根据中央组织部、 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的要求，经过层层选拔、
认真考核， 我省推选出岳阳市委老
干部局、省林业厅老干处2个部门参

评全国老干部工作先进集体， 株洲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老干部局局长
吴晓光， 中联重科党群工作部湖机
离退办主任刘湘涛等7人参评全国
老干部工作先进工作者。

“老干部工作是党的组织工作、
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项
重要又平凡、 既费心血又默默无闻
的工作。”黄建国说，近年来，全省近
8000名老干部工作者在省委、 省政
府的领导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得到了老干部的真心信赖。 这次赴
京参会的9名同志就是8000名老干
部工作者的代表。其中，既有几十年
如一日爱岗敬业的“老黄牛”，也有
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新力量”，大
家生动诠释了老干部工作者勤政廉
政、无私奉献的品格和精神，值得大
家赞扬和学习。 希望大家以此为动
力和契机， 继续保持良好的传统和
作风，让老干部更加“老有所学、老
有所乐、老有所教、老有所为”。

省地税局试点推行

内部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黄纯芳）“充分利用

网络信息技术手段，探索规范权力、强化监督的
新路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今天上午，省委
常委、省纪委书记许云昭在省地税局调研“内部
行政权力网上运行”试点工作时这样强调。

今年，省纪委确定省地税局为全省“内部行
政权力网上运行”试点单位。2月份以来，省地税
局全面推行“地税系统内部行政权力网上运行”
工作，着手进行软件开发设计、系统测试、人员
培训等，并于近期在省局机关上线试运行。在省
局机关试运行的基础上，还将逐步推广应用，力
争3年内覆盖全省地税系统。

据了解，该系统运用网络信息技术手段，建
立全覆盖、 高效率的内部行政权力检查监控平
台， 构建对内部行政权力有效监督和管理的网
络体系，实现了运行电子化、信息透明化、监督
实时化3大功能。人事任免、“三公经费”使用、工
程招投标等“人、财、物、事”涉及的14项业务，实
现按流程传递、按授权审批、按时限办理，确保
内部权力依法、透明、廉洁、高效运行。

许云昭在调研中指出，开展“内部行政权力
网上运行”试点工作，是推进“制度+科技”反腐、
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的必然要求。 要在依法对内
部行政权力进行清理规范的基础上， 运用信息
技术，规范行政行为，强化行政监督，建立健全
一套权责清晰、程序严密、运行公开、运转协调、
制约有效的内部行政权力网上运行机制， 不断
提高机关行政效能和管理服务水平。

� � � �本报9月14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钟美陆）今天，由海王集
团、创维集团等近80家粤港高科
技明星企业组成的考察团，到我
省进行投资考察。 省委常委、常
务副省长于来山在今天下午的
粤港高科技明星企业湖南投资
考察恳谈会上要求，全省各地要
为企业来湘投资创造良好环境，
确保企业引得进 、立得稳 、发展
得好。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雅
瑜、省政协副主席何报翔出席恳
谈会。

在全球产业转移加速和区
域经济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
省直有关部门与相关地市积极
推动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组团
来湘考察，促成了此次阵容庞大
的考察活动。 今天上午，考察团
一行先后考察了宁乡县、长沙市
岳麓区的产业园区。 接下来，考
察团还将赴岳阳 、益阳 、株洲等
地进行投资考察。

于来山指出， 湖南地理位置
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当前已进入
历史发展最好时期， 投资前景极

为广阔。湘粤两省山水相连，互补
性强，产业关联度高，湖南是广东
重要的劳务输出基地、 休闲旅游
基地、 农副产品供应地和产业转
移承接地， 两省在产业转移方面
的互补效益和合作空间日益显
著。这次考察团来湘考察，并拟在
湖南投资建设高科技综合开发
园， 可以说是正当其时， 潜力巨
大， 相信一定会促成一大批企业
“抱团”转移、来湘发展。

于来山要求，全省各地各相
关部门要协助广东高科技产业
商会搞好开发园的规划、建设和
管理，按照布局优化、产业集聚、
用地集约、 特色突出的原则，搞
好开发园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平台和配套能力建设；要大力优
化投资环境， 推进依法行政，精
简行政审批程序和环节，提高办
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把湖南打造
成投资创业福地；要全力搞好要
素保障，围绕人才、水、电、气、路
等要素 ，搞好主动服务 、热情服
务 、跟踪服务 ，破除企业发展的
瓶颈制约。

今年棉花收购信贷资金有保证

农发行30亿元“钱等棉”

粤港高科技企业组团来湘考察
于来山要求为企业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9名老干部工作者代表赴京
出席全国老干部工作表彰大会

0.5公里半径将有一片绿地
省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考察大河西先导区

� � � � 9月14日， 绥宁县城绿洲大道， 美丽的紫薇花竞放， 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近年， 该县在省道S221线长铺
至红岩的公路两旁栽种数万棵紫薇、 丹桂、 香樟等花木， 建成 “百里花廊”。 袁永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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