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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王希明 赵文华） 今天， 省军区五里
牌干休所副军职离休干部、 老红军罗圩政
迎来了百岁寿辰。 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发
来贺信， 祝老人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阖
家幸福。 省军区领导张永大、 李有新以
及广州军区有关部门领导到场祝贺。

走进罗圩政老人家中， 客厅墙上一个
大大的 “寿 ” 字格外醒目 ， 两旁挂着的
“福如东海长流水， 寿比南山不老松” 大
红对联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光， 一派喜气
洋洋的景象。

老人头戴军帽，精神矍铄。笔挺的87式
毛料军服上，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
放勋章、红星功勋荣誉章格外引人注目。亮
闪闪的勋章，浓缩了老人革命的一生：1933
年8月 ，22岁的罗圩政满怀为国为民的热
情，离开老家四川阆中，踏上了漫漫革命征
程。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经历了川陕革命
根据地反六路围攻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三
过茫茫草地， 两次身负重伤； 抗日战争时
期，他始终战斗在抗战救国最前线，杀敌报
国，屡建功勋； （下转10版①）

本报记者 唐婷 田甜

友谊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希望我们的友
谊不断深化 ， 让湖南和马尔凯联系得更紧
密，人民生活得更幸福。

“湖南文化底蕴非常深厚，食物很美味。
马尔凯也有很多美食，欢迎大家去品尝。”

11月28日上午，湖南与意大利马尔凯大
区在长沙举行经贸合作推介会，马尔凯大区
主席姜·马里奥·斯帕卡轻松的一席话，迅速
拉近了马尔凯与湖南之间的距离。

魁梧的身材 ，坦诚的笑容 。面对记者的
采访，斯帕卡说：“我们是为了寻求友谊与合
作而来。”

斯帕卡是湖南人的老朋友。去年4月，他
曾到访湖南，与株洲市签署经济友好合作备
忘录和委托招商合作协议，将株洲高新区欧
洲工业园确定为意大利工业产业集群转移
的承接地。

此次，斯帕卡率领一个50余人的代表团
访湘 ，在长沙举行经贸合作推介会 ，希望进
一步密切马尔凯与湖南的交流，推动双方合
作取得更多实质性进展。

斯帕卡介绍，马尔凯大区是欧洲著名的
物流中心之一，也是欧洲手工业和工业最发
达的地区之一，拥有先进的机械制造、造船、
皮革加工、纺织等技术。“我们欢迎有实力的
湖南企业到马尔凯大区投资兴业，也鼓励更
多的意大利企业来湖南发展。”

近年来， 湖南与马尔凯大区交往频繁。
早在2008年，马尔凯大区就与株洲芦淞区达
成合作 ， 共同创立 “中意可来顿发展基金
会”。2010年9月， 我省与马尔凯大区签署了
《建立友好合作关系意向书》，开启了双方友
好合作的新篇章。

斯帕卡微笑着说，湖南的工程机械制造
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马尔凯的机械制造业
也相当发达 ；湖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马尔

凯南部的农业也很发达。 希望双方在机械制
造、现代农业、电子信息、时尚创意等领域有
进一步的合作。

“我在商场发现一个来自马尔凯大区的
时尚品牌， 看来我们的品牌已经进入长沙市
场。”斯帕卡自豪地表示，马尔凯的时尚产业
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尤其是制鞋业，产量占
全欧洲产量的40%。 （下转10版②）

为寻求友谊与合作而来
———访意大利马尔凯大区主席姜·马里奥·斯帕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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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雷越毅 谭绍军）记者近日获悉,益阳市化学需
氧量减排贡献率跃居全省第一，为全省2010年
减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了解，2005年至2010年，益阳市化学需
氧量从每万元GDP排放19.7公斤下降到5.3公
斤、二氧化硫从24.5公斤下降到8.7公斤，下降
幅度分别达73%、64.5%。 全市化学需氧量减
排贡献率占全省五分之一强，跃居全省第一；
二氧化硫减排贡献率也居全省前列。

“十一五”初，益阳市环保工作面临巨大压
力，主要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其中化学需氧
量排放强度高出全省平均4.38倍。为此，市委、
市政府坚持科学发展，扎实推进节能减排。环
保主管部门强化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统计体
系、监测体系、考核体系建设，为污染物总量减
排提供重要的行政与技术支持。近5年来，共安
排减排项目134个，逐项落实减排指标。

同时， 益阳市关停洞庭湖区及资江沿岸
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115家，苎麻脱胶企业由

43家整合为6家，淘汰了一批不符合产业政策
的小水泥、小冶炼企业，并大力推进减排工程
项目建设。“十一五”以来，共申请国家和省专
项治理项目29个，22家重点企业先后自主投
入14.68亿元进行污染治理。

经过几年艰苦努力， 益阳生态环境变得
优美宜居，南洞庭湖水质由Ⅴ类改善为Ⅲ类，
资江益阳段水质保持在Ⅱ类，33个集中式饮
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100%，中心城区环境
空气年优良天数达360天以上。

� � � �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王晴
通讯员 徐佳） 11月11日， 岳阳市岳阳楼区
社会救助管理局干部来到市广济医院， 看望
刚做完手术的城市 “三无” 对象曾广辉， 为
其办理了住院医疗救助相关手续。

仅医疗救助这一惠民工程， 该区财政每
年要配套569万元。 今年来， 该区民生建设
投入占全区公共财力支出的八成 ， 增长
13.2%。

近年来， 岳阳楼区把项目建设作为实现

大积蓄、 支撑大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抓。 区级
领导每人联系一个重大项目； 各级各部门开
展联手帮扶企业行动。 进一步做大做强了商
贸服务业、 餐饮休闲业、 文化娱乐业、 现代
物流业等， 汴河街、 竹荫街、 东茅岭等商圈
效应进一步显现。 今年1-10月， 该区共完成
财政总收入6.76亿元， 同比增长45％。

围绕 “学有所教 、 病有所医 、 老有所
养、 住有所居、 乐有所处”， 该区大力改善
民生 ， 民生领域支出大幅度增长 ， 今年承

办的19件省 、 市实事全部通过验收 ； 发放
城乡低保金 8100万元 ， 发放物价补贴 409
万元 ； 新增城镇就业8235人 ， 新增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 2018人 ； 完成了花板桥学
校 、 洛王中学等安全工程建设等 。 连续 3
年 保 持 了 非 生 产 性 开 支 “零 增 长 ” 。 其
“服务零距离 、 药品零利润 、 医患零纠纷 ”
的社区卫生服务经验在全国推介 ， 和谐社
区建设示范城区 、 社会救助体系规范化建
设被评为全国先进。

老红军罗圩政迎来百岁寿辰
李继耐发来贺信

� � � �本报11月30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黄
德开）第三届湖南茶业博览会（简称茶博会）
将于12月1日至4日在长沙举行。 记者今天从
茶博会组委会获悉，近1000家企业、万种茶产
品参展茶博会，布展已经到位。

茶博会组委会执行主任、 省茶业协会会长
曹文成介绍， 湖南茶博会搭建会展平台， 着力

打造湘茶品牌。 湖南产茶历史久远、 茶资源丰
富、茶文化底蕴深厚。湖南的茶陵县，是全国唯
一一个以茶命名的县， 那里是茶祖神农尝茶、
发现茶的饮用价值所在地。 近年来， 在省委省
政府的重视、 支持下， 我省茶产业强势发展，
茶经济、 茶文化不断繁荣， 已成为我省助农增
收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柱产业之一。

� � � �本报11月30日讯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夏
唐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将于2012
年1月1日起施行。 为更好地贯彻实施行政强制
法，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精神，省政府日前下发
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强制法〉的通知》，对我省贯彻实施行
政强制法有关事项作出详细规定。

《通知》要求在行政强制法实施以前 ，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机构， 要组织专门力量
对本级行政机关人员进行行政强制法集中培
训。 要把行政强制法纳入公务员岗位培训和
“六五”普法规划及年度普法计划。对规章、规
范性文件存在设定行政强制措施或者行政强
制执行，对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强制措施的
对象、条件、种类做扩大规定，与行政强制法规
定的行政强制措施实施程序或行政强制执行
程序不一致的，要进行修改。自2012年1月1日
起，凡与行政强制法不一致的有关行政强制的
规定，一律停止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由法律、法
规规定的行政机关实施，不得委托；对行政机

关自行委托实施行政强制的， 或者无法定行
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的， 或者授权组织超出法定授权范围实施行
政强制的，都要予以纠正。

《通知》指出，要建立健全有关配套制度，
把行政强制法的各项程序落到实处。 切实加
强对实施行政强制的监督检查， 发现违法实
施行政强制的，要坚决予以纠正；应当追究法
律责任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通知》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把贯彻实施
行政强制法， 规范行政强制行为作为全面推
进依法行政，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个重要
抓手，正确运用行政强制执行权，切实保护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要继续深入
贯彻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湖南省规
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湖南省规范行政裁量
权办法》和《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不断提升
政府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要以贯彻实施行政
强制法为契机，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推进法
治政府建设。

本报记者 柳德新 唐爱平

“胸怀有多开阔，眼界就有
多开阔，舞台就有多大。”

开放之风劲吹湘南， 为省
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强今年5月在全省扩大开放工
作会议说的这番话提供了最好
的注脚。

如果说湖南全省地图像一
个人头的话，那么，湘南三市衡
阳、郴州、永州则像这个人头的
颈部，“扼湖广之咽喉， 处四省
之边界”。

颈部高扬，头才高昂。
湘南获批国家级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 ，衡阳、郴州 、永州
三市同时入列其中。 湘南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 是继安徽皖
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后第四个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
也是我省继长株潭城市群 “两
型社会”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之后又一个纳入国家战略层面
的区域规划。

“金字招牌”、“历史机遇”、
“时不我待”……湘南承接产业
转移示范区引申的话题， 正在
当地发酵。

11月上、 中旬， 记者赴衡
阳、郴州、永州三市采访，感受产业转移新浪
潮，探寻湘南示范新思路，见证对外开放新起
点。

机遇难得， 产业转移新浪潮
扑面而来

满目葱茏的工业园区、 一排一排的标准

厂房、生产繁忙的企业车间……
走进郴州最北端的安仁县，产业
转移“风生水起”的景象，完全颠
覆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记者
心中的印象。

也就是这两三年的时间，安
仁县从一片“空白地”，成为承接
产业转移的 “主阵地”， 三一重
工 、新安环保工业园 、中联国际
食用菌生产与深加工等一批规
模大、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
带动能力强的项目落户安仁。今
年1至10月， 该县实际利用外资
2088万美元 ， 到位内资15.11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91.6% 、
115%。

安仁县只是承接产业转移
大潮中的一朵浪花 。 在湘南地
区，一股产业转移新浪潮正扑面
而来，势不可挡。

在郴州市区，记者不时可见
悬挂“粤A”、“粤S”等广东牌照的
车辆。陪同采访的郴州市商务局
副局长何斌笑着说 ， 这每一辆
车， 都可能载着一个投资商哦。
何斌还有一个身份：郴州市招商
引资暨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加工
贸易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 。就在说话间 ，何斌的手机响
起， 是一个广东客商约他见面，
要求下午就看标准厂房，谈的正

是一个大项目：投资10亿元建设健康产业园。
长期在商务系统工作的何斌， 对于这几

年的变化有着直观感受：“以前， 是我们主动
请客商吃饭、喝酒、看地，但看完地就没下文
了；现在，是我们先建好标准厂房，客商直接
过来看标准厂房，之后就是安装设备，很快就
投产。”

承接产业转移，如潮涌大湘南。 （下转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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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纵横的道路、 林立的厂房、 葱郁的绿化……初具规模的白沙工业园成为衡阳产业集群的
摇篮。 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省政府就贯彻实施行政强制法下发通知

实施行政强制法 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 � � �老红军罗圩政 （左二） 迎来百岁生日。 赵文华 摄

搭建会展平台 打造湘茶品牌
近1000家企业、万种茶产品参展茶博会

� � � �姜·马里奥·斯帕卡。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湘茶飘香 “茶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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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点带面 构建两型湖南
———访省发改委主任胡衡华

（下转10版③）
我省部署十八大代表选举工作
适当增加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名额， 较大

幅度提高工人党员代表比例
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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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示威者
冲击英国大使馆

12版

任内不申请新科研课题，不招收新研究生

赵跃宇成为大学校长职业化第一人
6版

■落实党代会精神高端访谈录

八成财政支出惠民生

销售电价今起上调3分钱
居民用电价格暂不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