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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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谭先锋 吴哲华） 记者今天
从省发改委获悉， 国家日前公布了
第四批节能服务公司备案名单， 我
省又有32家公司通过备案考核。 至
此， 我省获国家备案的节能服务公
司总数达到122家 ， 数量居全国前
列， 继续领跑中西部地区。

近几年来， 我省节能服务产业
迅速发展， 省政府更是将发展节能
服务产业纳入了 《湖南省 “十二
五 ” 节能发展规划 》， 鼓励并支持
“合同能源管理 ” 节能服务模式的
推广。 目前， 我省节能服务公司从
业人数突破1万人 ， 领域涉及工业
锅炉窑炉改造、 余热余压利用、 电

机变频、 能量系统优化、 中央空调
节能技改 、 绿色照明和建筑节能
等， 采用合同能源管理的项目投资
规模近10亿元， 年节能能力达30多
万吨标准煤， 涌现了湖南开尔文能
源工程有限公司、 株洲火炬工业炉
公司等一批品牌企业。

省发改委透露， 下阶段将进一

步研究制定加快节能服务产业发展
的扶持政策， 强化有关部门联动机
制， 落实好节能服务公司 “三免一
减” 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的融资担保金融服务， 推动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银企对接， 加
快促进我省节能服务产业提质升
级。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李伟锋 陈
淦璋）记者今天从省发改委获悉，我省
2011年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任务全
面完成， 共关停101台小火电机组，总
装机容量38.654万千瓦， 超出国家下
达的关停任务0.525万千瓦。 经初步测

算，每年因此减少二氧化硫排放2.8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85万吨。

根据国家要求，我省2011年电力
行业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任务共计
38.129万千瓦，涉及43家企业、101台
小火电机组。 去年7月，全省关停小

火电机组工作全面铺开， 根据职责
分工， 由省发改委负责牵头组织实
施。 在湘的大唐、华能、五凌三家国
有大型发电企业对关停工作非常积
极，发挥了主力军作用，其中大唐湖
南分公司2011年关停容量为28.829

万千瓦， 占全部任务七成以上。 同
时， 国家和省里明确了一系列具体
政策措施 ，特别是将 “关小 ”和 “上
大 ”相结合 ，使关停工作进展顺利 。
据悉， 关停机组中最大装机容量为
2.5万千瓦，最小容量仅750千瓦。

1.尚德和诚担道义、崇韧经世忧
天下（常德市委宣传部 叶春华）

2.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睿智包
容、求实创新(会同县政协 杨汉立)

3.刚柔兼济 、厚德诚信 、求实创
新、奉献担当(湖南师范大学 陈德山）

4.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务实笃
行、坚韧不拔（省纪委 刘孙科）

5.忧乐天下 、勇于担当 、刚毅坚
韧、 拼搏创新 （湖南煤业集团 覃道
雄）

6.自力、自信、自省、自强（新晃一
中 邓运华）

7.敢为天下先、甘当孺子牛、求真
重务实、志在解民忧(省卫生厅 刘冀)

8.以德立身、以诚为行、以智创新
（怀化市洪江市岩垅乡 杨鲲）

9.敢想敢干 、敢为人先 、爱国忧
民、 乐于奉献 （湖南警察学院 莫胜
权）

10.求实创新 、敢为人先 、热血忠
诚、心忧天下 (长沙远大直燃机厂 易
鸣胜）

11.秉承湖湘 、敢为人先 （永州职
业技术学院 刘伯冲）

12.攻坚克难湘誉千年、锐意进取
奋发潇湘 （常德市武陵区委宣传部
刘建军）

13.勇于担当 、敢为人先 、心忧天
下、甘于奉献（长沙县工商局 杨沙）

14.奉民以为天 、审时以求变 、逆
而奋其勇 、虚而容其偏 （省楹联家协
会 杨臣良）

15.立言立德舍得一身剐、为国为
民敢脱九层皮（益阳市赫山区实验学
校 杨平辉）

16.坚韧刚直 、拼搏奋进 、明理尚
学、开拓创新（洪江市安江镇政府 赵
小荷）

17.兼容并蓄 、经世致用 、执着坚
忍、奋发进取（省纪委 周辉龙）

18.爱国忧民 、坚毅敢当 、崇文重
德、诚朴和善、勤业务实（娄底市环境
保护局 袁卫国）

19.尚德励志 、敢为人先 、经世致
用、自强不息（省农机局 邓炳华）

20.精致和谐 、大气开放 、坚韧质
朴 、重信尚义（自治州远程教育中心
石军辉）

21.开放包容 、求实创新 、攻坚克
难、敢为人先（桂东县第二中学 郭名
新）

22.淳朴重义、血诚明强 、经世致
用、 敢为人先 （洪江市政法委 李志
成）

23.敢爱敢恨 、敢作敢为 、敢输敢
赢（慈利县电影公司 黎杰）

24.爱国奉献 、务实创新 、攻坚克
难、敢为人先(中国南车集团株洲车辆
厂 曹忠林）

25.忧患为乐 、助人为乐 、包容为
乐、勤奋为乐、创新为乐 (南县司法局
李蕾）

26.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经世致
用、和谐包容、拼搏创新 (湖南农业大
学 蔡雁平）

27.执着 、认真 、创新 （新晃一中
蒲昭果）

28.崇德尚文、坚韧求新 （湖南师
范大学 史绍蓉）

29.厚德载物 、与时俱进 (常德市
桃源县观音寺镇 郭勇均)

30.奉献包容 、充满活力 、勇于担
当、决不服输、永往直前 (永州市零陵
区大庆坪乡村 杨顺华)

31.吃苦耐劳 、不甘落后 （临湘市
桃林镇永丰村 杜娟）

32.顾全大局 、吃苦耐劳 、不计得
失、 勇于创先 （株洲市石峰区 皮友
芳）

33.敢为人先 、改革创
新、开放包容、争创一流 (靖
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甘棠镇
蒙晓洲)

34.先天下、纳百川 、讲
诚信、重实干、与时俱进（宁
波市海曙区 陈宾）

35.仁怀求是 、弘毅笃
行、崇法尚烈、创新纳容（长
沙市芙蓉区 许琼山）

36.开拓进取 、公平正
义、自强不息、求索致治（永

州市零陵区大庆坪乡 蒋解生）
37.爱国崇法 、厚德尚文、务实求

新、自强争先、大义担当（长沙 任晓山）
38.创新 、进取 、包容 （长沙 周才

文）
39.创新 、进取 、坚忍 、奉献 （长沙

王美珍）
40.勤诚勇毅 、爱国忧民 、崇尚自

由、和谐共进（长沙 倪章华）
41.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 、敢为人

先、不骄不躁、团结拼搏（永州 丁星）
42.心忧天下 、坚韧睿智 、和谐包

容 、进取超越 、敢为人先 （长沙 曾庆
柳）

43.勤奋忠诚、甘于奉献 、敢为人
先、自强不息（长沙 刘洋）

44.诚信明礼 、崇文尚武 、吃苦耐
劳、智勇兼备（湘潭 王旭）

45.淳朴重义、勇敢尚武 、经世致
用、敢为人先（常德 周政华）

46.爱国 、为民 、和谐 、奋勇 （常德
晒琛）

47.心忧天下 、开放包容 、经世致
用、敢于创新（曾昌照）

48.善学尚贤 、求索进取 、奋发有
为、敢为人先(张湘鸣)

49.胸怀天下 、探新求索 、勇为人
先、精忠报国、藏富于民（黄正兵）

50.忠孝为本、仁爱为怀 、诚信励
行、敢想勇为(吴建乔)

（本报记者 乔伊蕾 整理）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乔伊蕾 通
讯员 张万敏）乡音悠悠，乡情依依。 得
知家乡正在组织开展“湖南精神”征集
提炼活动， 远在万里之遥的我省第六
批援疆工作队教育组全体成员， 纷纷
响应，热情讨论，积极奉献自己的智慧。

“忧国忧民、务实维新、敢于担当、

坚强不屈”，这是新疆吐鲁番地区地直
教育组援疆教师们提炼的表述语。 他
们认为， 湖湘儿女与新疆各族人民携
手并肩，为开发、建设和保卫边疆作出

了重要贡献，湖南人爱国、务实和敢于
担当的精神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托克逊工作组的援疆教师认为，湖
湘文化底蕴深厚、博大精深，用短短20字

以内概括“湖南精神”表述语，实属不易。
大家结合自己的支教经历，经过反复讨
论，一致认为，“文能安邦武定国，心系天
下敢担当”能比较好地体现湖南精神。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守愚）“我认为 ‘湖南精
神’有8个字可概括：心系天下，造福
世界。 ”今天下午2时30分，在长沙
“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赫曦台前，有
着“中国榜书第一人”之称的北京大
学访问学者、 北京大学书法艺术研
究所客座研究员、 浙江籍书法家徐
双喜巨笔挥毫， 在8张8尺见方的宣
纸上一口气写下自己心中的 “湖南
精神”。刚劲雄浑的榜书引起围观群
众的喝彩。

徐双喜祖籍浙江， 自幼爱好书
法，在湖南生活多年，深受江浙文化
与湖湘文化双重熏陶， 对湖湘文化
有自己的思考与感悟。 此次在岳麓
书院用榜书写下的这8个字，将装裱
呈送给“湖南精神”征集提炼活动领
导小组办公室。

当天， 岳麓书院举行了外省人
研讨“湖南精神”座谈会，来自浙江、
江西、广东、湖北、上海、北京、河南
等13个省市在湘的专家学者、 企业
家、学生、网友等共论“湖南精神”。

节能服务产业“加速跑”
我省节能服务公司已达122家，数量领跑中西部

全省电力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去年共关停101台小火电机组

本报2月27日讯 （通讯员 廖颖
记者 邹靖方）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信
湖南分公司获悉， 中国电信天翼社
区项目于近日正式立项， 由中国电
信创新业务事业部任项目主管部门，
湖南电信为项目运营单位， 负责用
户发展、 内容管理与审核、 客户服
务等日常运营工作。 同时， 天翼社
区运营中心正式 “落户” 湖南。

天翼社区是中国电信根据互联
网战略发展需要， 为用户提供全方
位移动互联网服务而建设的全国性

集中社区平台。 该平台以SNS （社
会网络服务） 为标准产品形态， 对
内为各产品基地等自营应用提供集
约化的社区服务 ， 对外与新浪微
博、 腾讯、 人人网等第三方社区应
用互通， 填补了中国电信移动互联
网没有集约化社区服务的空白。

天翼社区运营中心 “落户” 湖
南， 有利于我省电信打破地域限制，
创新业务增长模式， 打造新的增长
点。 项目预计于今年7月建成， 到年
底该平台可满足1500万用户的需要。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表述语选登

“榜书第一人”写下“湖南精神”
省外专家学者聚会“千年学府”论道

右图：2月27日，浙江籍书法家徐
双喜在长沙岳麓书院以巨幅榜书，写
下他心中的“湖南精神”：“心系天下，
造福世界”。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节能减排三湘行
省发改委 湖南日报主办

援疆教师为“湖南精神”献智

天翼社区运营中心“落户”湖南
到年底该平台可满足1500万用户需要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柳德新
张新国 通讯员 肖义 龙博 ） 永州
市突出河道采砂专项整治工作重点
难点， 将整治责任落实到单位和个
人。 对于重点涉砂违法案件， 永州
市政府进行挂牌督办， 并以案件查
处为突破口， 带动集中整治工作深
入开展。 今天， 省河道采砂专项整
治办公室向各市州推广永州经验。

永州市采取明察暗访、 核实群
众来信来访 、 公布举报电话等措
施 ， 迅速查明一批涉砂违法行为 。
通过6次明察暗访 ， 该市发现了冷
水滩区百里平湖非法采砂等重点违
法行为； 通过公开举报电话， 发现
蓝山县塔峰镇邝某非法占用河道和
非法洗砂等重点违法行为。 在此基
础上 ， 该市确定23起整治难度大 、

危害程度深、 群众反映强烈的涉砂
违法案件作为整治重点。

2月10日 ， 永州市政府将挂牌
督办的23起重点涉砂违法案件交办
给各县区政府， 明确了责任单位和
责任领导， 要求各县区尽快立案查
处 ， 在3月20日前限期结案 ， 确保
整个专项整治工作按期完成。

为确保市政府挂牌督办案件及
时查处到位， 永州市河道采砂整治
办公室积极跟踪督办， 每10天通报
一次， 实行不结案不销号制度。 通
过永州政府网、 永州日报等新闻媒
体， 对市政府挂牌督办的重点案件
查处情况进行曝光和回访， 对查处
不力的县区予以通报批评， 严格追
究相关领导责任， 并在政府绩效考
核中一票否决。

永州河道采砂整治责任到人
市政府挂牌督办23起重点涉砂违法案件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武海亮 ） 网购现在已成为
一种时尚购物方式， 然而宁乡老汉
龚某在网上购买了一种 “特效药”，
差点送了命 。 2月23日 ， 在中南大
学湘雅医院急诊监护室里， 他后悔
不已， 专家特别提醒城乡居民， 网
络购药要谨慎， 一定要在正规医院
的医生指导下科学用药。

60岁的龚某患有湿疹好几年 ，
2月初 ， 他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 每
天瘙痒难忍， 无法入睡。 听同事介
绍说网上有很多治疗湿疹的特效药
卖， 平时喜欢上网但毫无网购经验
的龚某决定 “试一试 ”。 通过网络
搜索， 龚某很快就买到了一种号称
治疗湿疹的 “特效药 ”， 总共花费
726元 。 服药第三天后 ， 龚某四肢
竟开始出现肿胀 ， 大便变成黑色 ，
小便是血红色。

2月15日，家人赶紧将龚某送到
湘雅医院急诊科。 “当时情况已经很
危险， 下消化道和泌尿系统出血非
常严重， 还伴有盆腔大范围的皮肤
出血瘀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当
天接诊的急诊科主任李小刚介绍 ，
其实龚某网购的 “特效药” 并不是
药， 该产品并没有国药准字号的批
文。 李小刚说：“‘国药准字’是药品
生产批准文号，相当于人的身份证，
如果没有，那就不是正规的药品”。

李小刚提醒， 不懂医学的人绝
对不能自己给自己看病， 自己在网
上买药服用这是非常危险的。 他说
有些疾病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 但
是必须要到正规的医院治疗， 普通
百姓不了解药品的成分和副作用 ，
也不能辨别药品是否正规， 如果轻
易在网上买药， 容易出现一些不良
后果， 甚至危及生命。

六旬患者网购“特效药”险丧命
专家提醒城乡居民网络购药要谨慎

本报2月27日讯（通讯员 晏晓婧
赵增文 记者 李军） 隐瞒继父死讯、
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6年骗保8万余
元。 2月15日，该案件当事人许某因涉
嫌诈骗罪，被株洲市人民检察院依法
批准逮捕。

犯罪嫌疑人许某系醴陵市人，其
继父许某某系原醴陵市电瓷厂职员，
于1986年退休后搬至湘乡市东郊乡
碧星村老家居住，其养老金由株洲市
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采用邮政汇款
的方式进行发放。

2004年9月9日，许某某在湘乡老家
去世， 其继子许某隐瞒许某某去世的
消息， 并多次使用湘乡市东郊乡碧星

村村委会提供的证明材料， 持其继父
许某某身份证到湘乡市新研邮政储蓄
所冒领养老金， 所得赃款用于偿还个
人欠款或银行贷款。 直至2010年10月，
株洲市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处接到群众
举报并进行调查核实后， 才停止对已
去世的许某某养老金的发放。 据查，自
2004年10月至2010年10月，犯罪嫌疑人
许某冒领养老金共计82953.40元。

检察机关提醒， 近年来冒领、骗
领保险金、 保障金的现象开始增多，
在通过司法手段加大打击力度的同
时，相关管理部门要强化管理，堵塞
漏洞，以保障社会公共资源不被浪费
或流失。

隐瞒继父死讯骗保8万余元
株洲一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