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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张新国 通讯员 尹健
盘林）“招工不发愁， 有政府帮我们搞定。 ”近
日， 记者走进道县工业园奥盟电器有限公司，
李正建总经理谈起企业用工，脸上写满了轻松
与愉快。

据工业园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绍，园区100
余家企业今年用工达到1.7万余人， 新增5168

人，眼下不仅保证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全县还
储备了1.3万多名人力资源，年内投产企业也完
全不会出现“用工荒”。

近年来，道县抓住承接产业转移机遇，积极
打造投资平台和开展招商引资，前来县工业园
区落户的企业接踵而至，到今年2月底，园区投
产和在建的工业企业超过了130家。 为了营造
一个招得来、留得住、发得了的投资环境，今年
初，县里组建了招工领导小组 ，在全县广泛开
展“百家企业用工、千名干部服务、万名工人进
园区”活动，把破解企业招工难列入“四深入两
结对”和干部年度绩效考核重要内容。 企业只

要把用工需求等信息制成表格，其余的事全由
“结对”干部来做。“结对”干部服务效果如何，年
终由企业说了算。

县里还推出了一系列企业用工优惠政策，
为企业清障减负 ， 让农民工感受到在本县工
业园就业是最佳选择 。 政府出钱买单 ， 农民
免费学技 ， 企业按需用工 ， 农民工一进园区
就业 ， 就能胜任自己的工作岗位 ， 享受政府
统一购买的 “五险一金”。 在园区务工一年以
上的夫妻 ， 还能享受劳务奖励基金和廉租房
待遇 。 良好的就业环境和待遇 ， 吸引了大量
农民工返乡就业。

� � � �本报3月27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屈红芳
陈翰飞 ）近日 ，衡阳市雁峰区近1000名志愿者
聚集崇尚广场 ，举行“弘扬雷锋精神 ，共建和
谐雁峰”志愿服务活动启动仪式。 随后，在区委
书记唐学石、区长周建带领下 ，志愿者们来到
社区义务劳动，并到孤寡老人、困难居民家中，
送钱送物、问寒问暖。

为建设“和谐雁峰”，让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及时得到帮助，该区大力倡导和扶持发展社区
志愿服务，打造“志愿服务”公益品牌 ，使越来
越多的居民“有时间做志愿者 ，有困难找志愿

者”。 去年，该区成立了衡阳市第一个志愿者协
会，首批吸纳志愿者2146人。 这些志愿者中，既
有党政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又有普通教
师、医生、学生、农民、工人等，范围覆盖全区各
乡镇、街道。 区四大家“一把手”担任志愿者协
会名誉理事长。 区里设立了专门的志愿者服务
协调机构 ， 组建了30多支固定的志愿者服务
队，乡镇、街道成立了志愿者服务部，社区成立
了志愿服务站。

雁峰区还利用当地媒体及手机短信等，大
力宣传“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

神，普及志愿服务知识 ，介绍志愿服务活动和
志愿者感人事迹。 同时采取措施，使志愿服务
常态化。 广大志愿者深入调查，确定贫困群众、
残疾人员、孤寡老人等10类700多人为首批帮扶
对象，采取“1+1献爱心 ”形式常年帮扶 。 去年
来，志愿者已开展集中活动40多次 ，提供医疗
义诊、义务清扫、免费家电维修等日常服务1万
余人次，还为困难群众捐款15万余元。

现在，雁峰区每天都有志愿者活跃在大街
小巷，开展各项公益活动 ，涌现出全国学雷锋
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唐备战等典型。

� � �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周静）“导向正
确，新闻真实，事业发展，为之振奋”，今天
下午，“怀着一颗平常心”前来湖南日报报
业集团进行调研的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
惠生“得到了不同寻常的收获”。 他寄语新
闻工作者：真实是报业发展壮大的根本。

翟惠生一行先到华声在线股份有限
公司考察，对通过新媒体建设扩大和延伸

党报集团影响力的做法，大加赞赏。 在湖
南日报与新闻工作者座谈时，报社负责人
介绍了做大做强报业集团的一些做法，翟
惠生 “为之振奋 ”地感慨 ：一进这个大院
的门，就感觉到一种凝重、一种厚实；会议
室里，看到毛主席的画像 ，更感受到一种
严谨，一种光荣的传统。 翟惠生还拿起当
日的《湖南日报》仔细点评。 (下转7版②)

本报评论员
雷锋是平凡的，雷锋精神是朴素的。 雷锋

的伟大，来自于平凡；雷锋形象的高大，来自于
真实。

雷锋短暂的一生 ， 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

举，支撑他伟岸形象的基石，就是从小事做起，
从点滴做起； 雷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风亮
节，都是在平凡岗位上通过一件件平凡小事垒
砌起来的。

雷锋精神并非高山仰止 ， 而是人人可以
学，人人经过努力都可以做的。

前些日子，在绍兴街头，几位路人轮流撑起
雨伞， 为骤然倒地离世的老人维护最后的尊严；
武汉一名工人清晨被汽车绊倒，被两名女大学生
扶起；在通道侗寨的火灾现场，大批志愿者带着
真情温暖灾民……这些平凡而让人感动的人和
事，就是雷锋精神的体现。 (下转7版①)

千名干部下基层 万名工人进园区

道县工业园企业招工不发愁

� � � �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 湖南代表团
对我省的“两个加快”、“两个率先”进行了热
烈的讨论，大家在充满自豪感的同时，也增添
了更多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使命感。

参加全国两会的湖南代表们为什么会有这
种感受呢？这还得从去年省第十次党代会谈起。
在省第十次党代会上， 省委书记周强首次提出
了“两个加快”、“两个率先”的总任务。 所谓“两
个加快”，就是要加快建设全面小康，加快建设

两型社会；所谓“两个率先”，就是要努力在中部
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在全国率先走出
一条两型社会建设的路子。 这是我省未来五年
发展的战略任务。 科学认识和充分理解这一战
略任务，需要把握三个关键点。

“两个加快”、“两个率先”
是富民强省的“动员令”

省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四化两型”总战略和

“两个加快”、“两个率先”总任务，表明我省科学
发展、富民强省的战略越来越深化，更表明省委
把握科学发展主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而
确定的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 已经并将不断动
员和激励全省人民迈上新的希望之路。

这是我省加快发展的“动员令”。 经过多
年的不懈努力和持续发展， 我省的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积聚了巨大的发展
能量，发展信心更加充分。 (下转3版)

志愿者每天活跃在大街小巷

雁峰打造志愿服务公益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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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践行，让灵魂靠近雷锋

■“稳中求进促发展”热点话题谈心录①

谱写科学发展富民强省新篇章
———如何理解我省“两个加快”、“两个率先”的战略任务

翟惠生来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调研时寄语新闻工作者

新闻真实 发展壮大

� � � �3月27日，长沙市福元路湘江大桥主桥西跨主拱肋拼装顺利合龙，标志着主桥三跨钢拱梁拼装全部完成，预计5月上旬实现主桥与河东水中引桥合龙。
张京明 翟德润 摄

� � � �如何理解我省“两个加快”、“两个率
先”的战略任务？ 今年中央1号文件对我
省有何重要意义？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
政策给农村带来哪些新变化？ 我省对小
微型企业有哪些扶持措施？ 诸如此类的
热点问题 ，都可在今天开始推出的 《“稳
中求进促发展”热点话题谈心录》专栏中
找到答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
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两会和省第
十次党代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根
据省委“走访群众听民声，深入基层解难
题”的总体部署，省委宣传部组织省内社
科专家和本报资深记者，以“稳中求进促
发展 ”为主题 ，精心选择22个热点话题 ，
进行谈心式解读，形成系列专稿。

我们期望，《“稳中求进促发展”热点
话题谈心录》专栏推出后，有利于引导全
省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精
神和省委决策部署上来，为推进“四化两
型”、实现“两个加快”“两个率先”提供强
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和文
化条件，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
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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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田甜 唐婷）今
天晚上，省委副书记 、省长徐守盛在长沙
会见江苏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李云峰一
行。

徐守盛说 ， 湖南与江苏交往源远流
长， 特别是去年4月湖南省党政代表团在
江苏考察访问，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后，取
得了丰硕的经贸合作成果。 今后，湘苏两
省可以进一步推动高层定期互访，促进民
间交往交流，建立政府搭台、市场主导、企
业主体的良好机制 ， 为两地经济结构调
整、资源优势互补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当
前，湖南已启动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是江苏等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
地区之一。 希望更多江苏企业来湘发展，
湖南将为江苏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让
发展成果更多惠及两省老百姓。

李云峰说，湖南是一代伟人毛泽东的
家乡，是中部具有战略地位的省份 ，拥有
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 、生态优势 、人文优
势，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当前，江苏正处于
转型升级的关键期，将推动更多企业入湘
发展， 进一步加强两省在经济、 文化、科
研、教育等方面合作。

省委常委、长株潭试验区工委书记张
文雄，江苏省副省长傅自应参加会见。

� � � �本报3月27日讯（记者 唐婷 田甜）今
天上午，昭山晴岚项目暨昭云大道在湘潭
昭山示范区昭山乡开工建设 ， 省委副书
记、省长徐守盛宣布开工。 江苏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李云峰 ，湖南省委常委 、长株
潭试验区工委书记张文雄分别致辞。 江苏
省副省长傅自应出席。

昭山晴岚项目是去年4月省委书记 、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书记、省
长徐守盛率湖南省党政代表团在江苏省
考察访问时，两省签署的重大战略性合作
项目之一。 项目以古潇湘八景之一的“山
市晴岚 ” 为创意 ， 由江苏最大企业集
团———江苏国信集团投资建设 ， 总投资
100亿元以上，开发面积约10.38平方公里，
规划建设内容包括体育休闲公园、马术俱
乐部、山地自行车道、国际会议中心、晴岚
书院、低碳小镇、亲子农场等 ，将于8至10
年内在昭山建成一个集湖湘文化交流、高
端会议商务、休闲娱乐、旅游度假、高尚运
动于一体的养生度假胜地。 项目将对昭山
进行生态修复，着力打造人文昭山 、运动

昭山、养生昭山、富居昭山，呈现全新的昭
山“山市晴岚图”。

同日开工的昭云大道是昭山示范区
北部片区的重要交通干道 ， 西起芙蓉大
道，先后穿过京广铁路、长株潭城际铁路、
京港澳高速公路、武广高速铁路连接至昭
山晴岚项目。 道路全长约3649米，规划路
宽50米，投资约4亿元。

开工仪式后 ，徐守盛 、李云峰一行前
往昭山示范区和韶山市考察调研 。 调研
中，徐守盛指出，昭山是长株潭城市群的
生态绿心，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宝贵自然
资源，要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 要本着
对湖南的未来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
度，坚持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一手抓生态
保护，一手抓建设发展 ，进一步优化产业
布局，把保护绿心与两型社会建设结合起
来，将昭山真正建设成为两型社会建设的
示范区和重要标志。

调研期间 ，徐守盛 、李云峰一行专程
瞻仰了毛泽东同志故居，向毛泽东同志铜
像敬献了花篮。

徐守盛会见李云峰

湘苏两省携手打造“两型”示范项目

100亿投资昭山再现“山市晴岚”
徐守盛宣布项目开工

� � �●项目开发面积约10.38平方公里，8至10年内，
将建成一个集湖湘文化交流、高端会议商务、休闲
娱乐、旅游度假、高尚运动于一体的养生度假胜地

� � � �图为奠基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大唐攸县煤电一体化项目开工

谁在推高驾考收费 7版

“国考”为何成了“泄题”重灾区
12版

■记者在你身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