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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勤奋坚
韧 、务实创新 （湖南水总水利水电
建设有限公司 谢湘生）

2.敢为人先、脚踏实地、乐于奉
献、和谐致远（辰溪县修溪乡 刘云
韬）

3.忠勇勤朴、担当天下（永州市
零陵区 杨小华）

4.崇文尚德、心系民生、勇于担
当、甘于奉献（宁远县舜陵镇 李要
正）

5.崇文尚武、霸蛮吃苦、奋发图
强、勇于超越（驻衡阳某部 陆忠）

6.坚韧不拔、务实豁达、和谐共
进（辰溪县修溪乡 张仁密）

7.崇法、尚德、坚韧、争先（湖南
省农业厅 李科翔）

8.敢为人先、勤奋自强、坚韧执
着、开拓创新（沅陵县清浪乡 王锦
共）

9.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敢为人
先、勇于创新（沅陵县麻溪铺镇 黄
仕刚）

10.善德包容 、创新和谐 （常德
市武陵区 彭波）

11.湘魂 、担当 、创新 、超越 、团
结、和谐（江永 万爱国）

12.红色圣地 、四化两型 、吃苦
耐劳、中部先行（湘潭市雨湖区 王
建芳）

13.坚韧不拔 、坚持不懈 、敢为
人先、甘为人石（永州市零陵区 李
飞龙）

14.勇行改革发展创新、再现伟
人故里风采 （平江县三阳乡 曾进
良）

15.诚信 、果敢、勤劳 、自强 （长
沙县路口镇 张洪）

16.科学发展 、赶超时代 、别具
一格、强盛湖南（衡东县大浦镇 毛
东河）

17.忧乐天下、实事求是 、开拓
创新、和衷共济 （沅江市大同乡人
益村 王建）

18.忧天下、勇担当、乐奉献、重
实干（岳阳市消防支队 何超群）

19.敢闯敢为、勇于担当 （辰溪
县火马冲镇 陈文三）

20.艰苦朴素 、热情好客 、团结
协作、奋发进取、心忧天下、敢为人
先（石门县维新镇 刘玉飞）

21.重发展、促和谐、兴城市、旺
农村（中方县桐木镇 杨圣良）

22.心忧天下、情系湖湘 、德才
兼备 、务实创新 （慈利县许家坊乡
胡英俊）

23.互助友善 、仁爱奉献 、经世
致用、与时俱进（隆回县桃洪镇 刘
爱群）

24.忧国忧民忧天下、敢做敢为

敢担当（永州市零陵区 万禄春）
25.努力进取 、创新务实 、开放

包容 、厚德奉献 （衡阳市南岳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旷林伟）

26.求真 、创新 、包容 、厚德 （辰
溪县修溪乡 谭永贵）

27.诚信重德 、敢于担当 、敢为
人先、和谐共生 （衡阳市南岳区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 谭志辉）

28.坚韧 、容智 、创造 、大爱 （永
州市零陵区向家湾村 向能保）

29.互助善行 、和蔼友爱 、与时
俱进、甘于奉献（隆回县桃洪镇 刘
爱群）

30.爱国忧民 、敢为人先、守信
无私、勇于担当（耒阳市南京乡 曾
令成）

31.和衷共济 、顽强拼搏 、锐意
进取、敢为人先（会同县若水镇 黄
东旭）

32.爱国奉献 、忠孝守信 、齐心
和谐（益阳市资阳区 王政）

33.心系湖湘 、拼搏奉献 、开拓
争先（桃源县三阳港镇 曹立清）

34.求新思变 、务实奉献 （省委
组织部 曹晓虎）

35.心忧天下、与时俱进 、求真
务实（永州市零陵区 向能保）

36.坚韧勤奋、尚德自强 （常宁
市弥泉乡 张运生）

37.钟灵毓秀 、笃实好学 、一马
当先（益阳市资阳区 陈桃花）

38.忠勇勤朴 、担当天下（永州
市零陵区拱桥村 陈爱民）

39.坚韧勤奋、尚德自强 （常宁
市弥泉乡 雷达良）

40.赤诚争先、自强不息 （辰溪
县伍家湾乡 谢常）

41.忠贞敢当 、大爱无疆 （常宁
市弥泉乡 肖六奇）

42.百折不挠 、敏而好学 、锐意
进取（益阳市资阳区 陈桃花）

43.忧患 、担当 、求是 、和谐 （省
直机关 源龙）

44.忠诚果敢忧天下、奉献图强
尚和谐（长沙 陈宏）

45.心忧天下、勇于担当 、求实
革新、奋发图强（长沙 王文彬）

46.勇于担当 、锐意创新 、奋发
争先（长沙 兰永华）

47.敢为人先、刚正不阿 、艰苦
奋斗 、自强不息 、经世致用 （湘潭
肖德意）

48.厚德 、忧天下 ，果敢 、勇担
当，新锐、砺争先（湘潭 吴立平）

49.与时俱变 、勇于担当 （长沙
冯锦）

50.坚韧不拔 、求是创新 、敢于
担当、善于负责（湘潭 李日方）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整理）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乔伊
蕾） 记者今天从 “湖南精神 ”征集
提炼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
至目前已累计收到各类回复4.5万
余条。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自2
月1日正式启动以来，活动办通过召
开新闻发布会、寄发公开信、群发手

机短信、开展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
进行广泛发动，开通了网络、短信、
信函等征集通道， 吸引社会各界踊
跃参与。 连日来，活动反响强烈，引
起了省内省外、 以及海外热心人士
的广泛关注。截至今天中午12时，已
累计收到信函11598件 、 网络回复
19756条、短信14109条。

本报2月19日讯(记者 唐爱平)三
一重工今天在北京召开媒体通气会，
三一重工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 (俗称
“大象”)在欧洲的所有审批手续全部获
得通过。 德国普茨迈斯特控股有限公
司首席执行官罗伯特·谢尔斯(Norbert
Scheuch)宣称，这桩混凝土领域强强联
合的并购案，在欧洲已无障碍。

今年1月31日，三一重工与德国普
茨迈斯特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
称，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基金投资
顾问公司，收购德国普茨迈斯特的全
部股权。

普茨迈斯特于上周派出一批高
管 ，先后来到上海 、长沙参观三一重
工各大产业园，并与三一重工高管团
队近距离接触，以增进双方的相互了

解，为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
在参观了三一重工的部分产业

园 后 ， 罗 伯 特·谢 尔 斯 (Norbert
Scheuch)称 ，三一所有的车间都是第
一流的 ，环境非常好 ，自动化程度也
非常高 ；同时 ，通过交流 ，他还发现 ，
不管是商业态度， 还是管理方式，普
茨迈斯特与三一重工都有很多相通
之处。 他表示非常欣赏三一重工，能
在中国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市场上
取得如此好的成绩，同时在海外市场
也做得越来越好。 他相信，中国的第
一和除中国以外的世界第一肯定会
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普茨迈斯特会帮
助三一重工进一步提升质量，而且普
茨迈斯特也能够从三一重工在采购
和生产方面获益。

据了解，三一完成对普茨迈斯特
的并购后，普茨迈斯特上海公司不会
有任何变动，也不会裁员。 同时三一
的高管还承诺保持普茨迈斯特的独
立性 ，并购完成后 ，普茨迈斯特将会
在三一重工集团下面作为一个独立
品牌进行运营，并依然保持一个高端
品牌的形象。

至于并购交易能否在一个较短的
时间内完成，是否还会存在变数，罗伯
特·谢尔斯(Norbert Scheuch)表示一点
都不担心，他坚信自己的“三一同事”
会很好地处理好包括审批在内的相关
事宜。 记者在罗伯特·谢尔斯(Norbert
Scheuch)给的名片中发现，他已经为自
己取好了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肖
毅，并宣称，今后将会常来中国。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李俞辰） 准妈妈们特别是有
高危因素的孕妇，在孕期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到专业的孕期健康管理室，进
行免费咨询。
17日，省妇幼
保健院首家
护理门诊开
始 运 行 ， 门
诊设立的孕
期健康管理
站由该院护
理 专 家 团
队 ， 为准妈
妈们提供个
体咨询和指
导。

“准妈
妈们在孕期
会遇到不少
问题 ， 孕妇
学校一般是
‘ 上 大 课 ’，
我们护理人
员提供主动
服务 ， 为问
题较多的孕
妇 ‘ 开 小
灶 ’。 ”省妇

幼保健院护理部主任罗煜介绍 ，目
前健康管理站免费提供孕期健康监
测 、体重测评 、饮食及运动指导 、心
理辅导、促进自然分娩指导等服务。

本报2月19日讯 (记者 李茁 通
讯员 胡喆)为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
活动， 集中整治社会治安突出问题和
安全隐患， 长沙市公安局决定自即日
起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严
打整治“春季攻势”专项行动,为省会社
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保驾护航。 这是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公安局了解到的。
行动期间， 长沙公安机关将按照

“打击整治从重、安全防范从严、社会
管理从紧”的原则，紧紧抓住当前影响
社会治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切实强化打防管控工作， 重拳打击侵
害群众切身利益、 人身安全的各类违

法犯罪，集中整治治安、交通、消防等
各类安全隐患， 全面强化社会面治安
防范工作。 长沙警方将以命案侦破为
龙头， 进一步加大侦破有广泛社会影
响案件和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力度。
针对“两抢一盗”、街头诈骗和电信诈
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活动， 长沙警方
将以 “打团伙 、打系列 、打流窜 ”为重
点，组织便衣侦查队守点布控，主动出
击，严厉打击。 警方还将深入开展打击
“地下六合彩”、 打击网络赌博专项行
动，严厉查处涉黄涉赌违法犯罪。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本报记者 朱章安

“我现在是衡阳人了 ，我将以为
衡阳人民谋福祉为重， 心系衡阳，热
爱衡阳，发展衡阳。 ”2月18日，新任衡
阳市委书记童名谦接受记者采访时，
几句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真情，充满了
自信。

童名谦说 ， 到衡阳工作 ， 既是
一种缘分， 更是一种责任。 衡阳是
一块充满生机的热土 ， 历史悠久 ，
人才辈出 ， 资源丰富 ， 区位优越 ，
发展基础坚实， 发展优势明显 ， 发
展潜力巨大。

谈及工作打算，童名谦说，市委、

市政府对今年的工作已作了全面部
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抓好落实，着
力推进”。要着力加快发展。坚持稳中
求进、好中求快，握紧拳头保发展重
点， 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抓住每一天，
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
展。 要着力维护稳定。 严格落实安全
生产责任制，预防和控制安全事故发
生，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坚
持用群众工作统揽信访工作，确保社
会和谐稳定；坚持 “从严治衡 ”，依法
打击违法犯罪行为。 要着力改善民
生。 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
心上，集中力量办民生实事 ，进一步
提高衡阳人民的幸福指数。 要着力加

强党建。 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
用人导向， 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
干事的人有舞台 、 干成事的人有激
励，努力营造扎实干事、团结干事、干
净干事的氛围。

“搞好工作，关键在于落实、在于
领导带头。 ”童名谦说，“作为‘班长’，
我一定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认认真
真学习，尽快熟悉情况 ，全力做好工
作；扎扎实实做事，摸实情、讲实话 、
办实事、求实效，突出抓好重大项目
落实、重大问题解决、重大工作突破；
堂堂正正做人，严格要求自己 ，做到
为民、务实、清廉，做一个衡阳人民认
可和信赖的‘衡阳人’。 ”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

征集提炼活动回复4.5万余条

我省有了孕期健康管理室

全力为衡阳人民谋福祉
———访新任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

三一并购“大象”在欧所有审批获通过
普茨迈斯特首席执行官再访三一

深化打黑除恶 严查治安隐患

长沙重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

� � � （上接1版）
走进清江乡1000亩现代农

业标准果园 （柑橘 ） 示范基
地 ， 频振式杀虫灯随处可见 ，
粘虫黄板密密麻麻。 基地负责
人何喜庆介绍， 这是资兴市为
推进标准化生产而采用的柑橘
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 对减少
农药残留、 提升柑橘品质作用
明显。 因此， 基地所产清江柑
橘优果率达 86% ， 亩均增收
1600元。

像这样的基地， 资兴市已
建25个， 全市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面积已达60.75万亩， 获无公
害农产品标志6个 、 绿色食品
标志 10个 、 有机食品标志 26
个， 被评为全国绿色食品 （茶
叶、 柑橘） 原料标准化生产基
地 、 全国标准化果园 （柑橘 ）
建设县 （市）。

在推行标准化种植的基础
上， 资兴市因势利导， 用工业
理念谋划农业发展， 以园区概
念建设产业集群。 他们把东江
罗围规划建设为农产品加工
园， 以食品深加工为园区主导
产业。 目前， 园区已聚集鱼制
品 、 肉制品及酒类 、 食用油 、
茶叶、 饮料等农产品精加工规
模以上企业23家 ， 成为我省6
个全国农产品加工创业园区之
一。 入园企业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 ， 先后打造了 “东江湖 ” 、
“狗脑贡 ”、 “南翔 ”、 “瑶山
春” 等一批省著名商标， “东
江湖” 鱼、 “狗脑贡” 茶还成
为省名牌产品。 在品牌效应带
动下， 去年， 该市东江鱼和狗
脑贡茶销售额达8.38亿元。

绿色产业富农民

资兴市把生态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 用生态理念发展绿
色经济， 吸引和 “孵化” 了一
大批农产品龙头企业， 带动全
市23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增幅
连续3年超过了城镇居民。

清江乡是柑橘主产区。 为
扩大种植面积 、 增加农民收
入， 该乡提出了 “人均两亩奔
小康” 的目标， 全乡种植柑橘
2万多亩 ， 年产值达1.8亿元 ，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500元。

为发展生态农业， 除了扩
基地、 重品质、 树品牌外， 资
兴市还大力推行 “公司+基地+
农户” 发展方式， 并积极引导
农民 ， 组建农村专业合作社 。
目前， 全市已组建各类农村专
业合作组织78家， 入社农户共
有3万多户 ， 农业生产组织化
程度大幅提高。

州门司镇梨业专业合作社
现有会员 43户 ， 实行种苗供
应、 技术管理、 产品收购、 品
牌包装、 销售价格 “五统一”，
带动了东江梨产业的发展。 目
前 ， 全镇梨园面积达 6000多
亩 ， 年产梨 200万公斤以上 ，
销售收入800万元以上。

从生态农业尝到甜头的资
兴农民 ， 已知道巧打 “绿色
牌 ”， 多方面增加收入 。 他们
依托生态农业， 办起了 “农家
游 ”、 生态农庄 、 农业观光园
等 。 目前 ， 全市已办 “农家
游 ” 400多家 ， 年接待游客90
余万人次， 收入9000余万元。

一幅幅美丽的绿色画卷 ，
在资兴大地展开。

衡阳市委书记童名谦。 通讯员 摄

湖南广东商会
捐资百万建
希望学校

本报2月19日讯 （张湘河
龙向阳 ） 2月18日 ， 湖南省广
东商会在长沙举行捐赠仪式 ，
捐款100万元 ， 用于建设吉首
市太平希望学校。 太平希望学
校校长等应邀参加了捐赠活
动。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19日

第 2012043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42 1000 742000

组选三 426 320 136320
组选六 0 160 0

5 5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2月19日 第2012019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7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40063170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7
二等奖 130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8150045
2 25442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4
76282

1430425
10465575

35
2385
47618
326601

3000
200
10
5

1614 18 20 22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