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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张文强 曹海 江洪渭）在农
行桑植县支行5000万元市场建设项
目贷款支持下， 桑植县五金建材大
市场拔地而起，目前已进驻150多家
商户。 桑植县商务局负责人说：“在
农行支持下， 五金建材市场不仅仅
是一个商品市场， 也成为一个金融
超市，成为县域经济新的增长点。 ”

对接县域金融需求， 农行湖南
省分行给力民生项目、农业产业化、
小城镇建设及小微企业， 与我省县
域经济共成长。 截至6月中旬，全省
农行系统县域贷款余额达408亿元，
今年以来，全行新增贷款54.3%投向

了县域经济。
以“两好”（好医院、好市场）工程

为抓手，倾力支持县域民生项目。 针
对医院融资需求， 农行创新信贷产
品， 发放县域医院购置医疗设备贷
款7.2亿元，绥宁、会同、芷江、茶陵等
一批县域医院项目建设得以成功实
施；响应扩内需政策，农行实施县域
“好市场 ”工程 ，去年以来发放县域
商品流通市场贷款近5亿元，支持桑
植、宁乡、祁阳等县域市场建设。

以龙头企业为载体， 不遗余力
扶持农业产业化 。 今年4月 ， 农行
湖南省分行与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
室签署合作协议， 助推湖南省农业

产业化发展 。 在未来3年内 ， 该行
将为辖内农业产业化经营主体提供
不低于50亿元的授信额度 。 此前 ，
该行已重点支持隆平高科、 正虹科
技 、 唐人神等近100家国家级 、 省
级龙头企业 ， 贷款余额达30亿元 。
受农行2亿多元资金 “贷 ” 动 ， 熙
可食品等3家龙头企业年柑橘加工
能力提升到10万吨， 永州市冷水滩
区柑橘种植面积也由6万亩扩大到9
万多亩。

以实体经济为着力点， 发力县
域小城镇建设 ， “解渴 ” 小微企
业。 2011年， 农行湖南省分行授信
12亿元 ， 为大汉集团在娄底 、 邵

阳、 怀化、 湘潭、 永州等地的城镇
建设项目提供一揽子金融服务。 找
准信贷政策和小微企业的结合点 ，
农行对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上
年 、 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平均增
速， 并为小微企业 “量身打造” 了
“简式贷”、 “智动贷”、 “厂房贷”
等金融产品， 全省农行系统小微企
业贷款余额达102.6亿元。

信贷资金重点投向实体经济 ，
有效防范了经营风险， 全省农行系
统在服务 “三农” 和县域经济发展
的同时， 也得到了较好的回报。 该
行去年县域存款增量对全行利润的
贡献率达64%。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东升 周林）蜂飞蝶舞，瓜
果飘香。 6月14日，记者在永州市冷
水滩区伊塘镇见到，4万亩黑美人西
瓜正成熟上市 ，3万亩柑橘果实满
枝，2万亩优质稻长势喜人。 冷水滩
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 现代农业
绽放异彩。 该区先后被国家有关部
门认定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农
业科技园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连续5年被评为全国生猪调出奖励
大县和全省粮食生产标兵县。

近年来， 该区大力推进农业标
准化、信息化、科技化、产业化等“四
化”工程，加快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步
伐。 通过健全检测监测、 质量认证
等， 全区农业标准化生产面积达到
60万亩 ，25万亩耕地通过无公害农
产品产地认证。 通过网络平台，该区
将农产品供求信息、 农业种养技术
等，及时发送到千家万户。 该区大力
普及农业新品种、 新技术和农机化
耕作， 农业机械装备总量达到10万
台套；建起了以发展低碳农业、有机

农业 、休闲农业为目标 ，总面积达6
万亩的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该区
重点扶持了11家省级以上农产品加
工龙头企业和26家市级龙头企业 ，
形成了果蔬罐头、粮食加工、畜禽加
工 、生物制药 、豆奶制品等5大农产
品产业集群，打造出了“果秀”、
“金鹰”牌罐头、“伊糖”牌西瓜
等全国知名品牌， 形成了50万
亩优质稻 、100万头商品猪 、40
万亩原料林、30万亩油茶、10万
亩果蔬等5个农业生产基地。

现代农业的加速推进，带动了农
业和农民的增产增收。 去年，全区农
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20.62亿元、8032元，比上年增长12.5%
和18.1%。今年前5个月，农民人均纯收
入达3965元，同比增长21%。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何国庆
通讯员 李苗） 今天， 记者从湖南农
业大学获悉， 省政府与农业部最近
签署 《关于合作共建湖南农业大学
的协议》。 按照协议， 省政府将把农
大作为省重点大学建设， 农业部则
在学科建设和科研等方面对农大予
以重点扶持和倾斜。

合作共建主要包括4项内容： 以
湖南农大为合作共建对象， 积极探
索建立我国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服务
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机
制； 巩固和强化湖南农大农业学科
的优势和特色， 支持和引导学校按
照区域资源和农业产业特点， 开展
教育和教学改革， 培养合格适用的
农科人才， 探索建立有特色、 高水
平的高等农业教育发展模式； 支持
湖南农大开展科研和技术推广， 引
导学校教师和学生面向区域农业和
农村社会开展服务， 探索高等农业
教育服务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有效形式； 建立科学评价高等
农业院校工作的指标体系， 根据农
业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不同特点， 突
出实践性， 建立起适应农科特点的
工作评价和人才评价机制， 发挥评
价的导向作用， 引导学校面向 “三
农” 开展科研、 教学、 推广和人才

培养工作。
根据协议， 省政府将把湖南农

大作为省重点大学建设， 纳入全省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加
大政策和投入方面的力度； 支持湖
南农业大学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支
持湖南农业大学在本省社会经济发
展规划制定、 “三农” 政策研究等
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支持湖南农业
大学探索校企结合、 校地结合的农
业人才培养、 农业科技服务和科研
成果转化应用新模式， 探索新型农
业农村科技服务机制和模式； 安排
专项经费用于合作共建。

农业部向湖南农业大学提供农
业行业发展人才需求预测和行业发
展规划， 指导学校按照农业和农村
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专业设置和课
程内容调整； 重点扶持湖南农业大
学的水稻 、 油菜 、 马铃薯 、 柑橘 、
茶叶等学科建设， 并在现代农业产
业技术体系建设 、 科技项目立项 、
科研基地建设等方面予以倾斜； 安
排湖南农业大学承担农业技术推广
项目， 承担农技人员、 农村干部培
训工作； 协调湖南农业大学在农业
科研单位、 技术推广部门和大型农
业龙头企业建立教学实习基地和学
生社会实践基地。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罗玲）今天 ,长沙市雨花区
雨花亭街道自然社区锣鼓喧天 ，
彩旗招展， 雨花区农村拆迁保障
住房星城新宇·颐景苑项目主体
工程奠基开工典礼在这里隆重举
行。 这是长沙市迄今为止最大的
农村拆迁保障住房建设项目。 随
着它的动工建设，雨花区又有3300
名拆迁农民即将住上新居。

雨花区是长沙市推进城市化力
度最大的城区，随着新城的拓展，一
批又一批农民告别旧居， 成为拆迁
户。 为了让拆迁农民早日住上新居，
雨花区举全区之力， 投入85亿元资
金，启动15个保障住房安置点建设，
建设面积达328万平方米，成为长沙
城区5区之首。 此次开工建设的星城
新宇·颐景苑总建筑面积达31.8万平
方米，可提供农村保障住房2560套。

区委书记周杏武说：“让失去
土地，搬出老宅的农民在新家住得
安心、舒心，是我们的头等大事。”在
开工现场参加典礼的30多位农民
看到美轮美奂的小区规划，纷纷感
慨道：“想想过去住的老宅， 再看看
现在设计的新房， 真的很期待啊！
希望能够早日入住新居！ ”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贺佳 张斌
通讯员 关利娜）今天上午，十届省政
协第51次主席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
国政协副主席王刚来湘调研的重要
讲话精神。省政协主席胡彪主持会议
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 谭仲池、龚
建明、武吉海、王晓琴和秘书长欧阳
斌出席会议。

6月5日至10日，王刚带领全国政
协常委视察团来到我省长沙、 张家
界、常德、株洲等地，就认真贯彻稳中
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促进经济平稳较
快发展进行调研。 6月9日，王刚同志
听取了省委、 省政府的工作汇报后，
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认真传达学习王
刚同志的重要讲话精神后， 胡彪指
出，王刚同志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
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思想性、指导
性、针对性都很强，对我们做好各项
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各级
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认真学

习、深入贯彻王刚同志的重要讲话精
神，围绕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
履行职能，多建睿智之言，多谋创新
之举，多献务实之策，为保持全省经
济平稳较快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审议通过了十届省政协第
20次常委会议议程、日程。 十届省政
协第20次常委会议定于6月26日至27
日在长沙召开。 胡彪要求，各相关部
门要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认真做好会
议各项准备工作， 确保会议圆满成
功。

胡彪强调， 今年时间已经过半，
下一步要重点围绕促进“稳增长”，积
极建言献策；要紧紧围绕“推进新型
城镇化”、“加快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圈
发展”、“发展基层公益文化事业”等
重点课题，深入开展调研，形成高质
量调研成果，为省委、省政府科学民
主决策提供参考；要继续保持良好的
工作状态和精神风貌，不断提高政协
工作科学化水平。

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人事事项。

�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王荣泉 刘玉晖）中盐株化集
团产业转移有了初步的方案，华银株
洲电厂整体外迁项目已经立项，旗滨
玻璃也在筹备整体外迁……一个个
企业即将外迁的消息，让家在清水塘
的向志清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6月15日，他站在家门口，指出门前的
工业区对记者说 ：“把这些冶炼 、化
工、建材企业搬走后 ，我就在院子里
养花种菜，那也是一种享受。 ”

清水塘的绿色搬迁，是我省创新

机制促进两型工业发展的一
个缩影。

以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
为契机，我省工业加大节能减

排力度，努力淘汰落后产能 ，加速传
统产业改造升级力度，加速两型产业
发展。

产业准入制度初步建立。 出台了
《全省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
估和审查制度》， 实施工业固定资产
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制定了机
制纸浆、日用陶瓷、工业陶瓷、水泥熟
料、电解金属锰单位产品能耗限额等
16项行业和产品能耗地方标准。

产业提升方面，以两型产业发展
差异化政策为导向，信贷资金向两型

产业倾斜， 加大节能重点项目建设，
创建两型示范企业园区 ，株冶 、泰格
林纸、 华菱湘钢等3家企业列入了国
家“两型企业”试点企业。

产业淘汰方面，建立了产品生产
能耗执行标准情况档案，开展落后机
电设备检查 、能效对标 ，实行差别电
价政策 ，一大批小水电 、小水泥以及
污染严重的企业关闭停产。

省经信委透露，作为全省两型改
革的重要内容 ，两型工业准入 、提升
机制改革今年还将有新的突破，将重
点建立两型工业准入约束指标体系，
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单位工业产值水
耗、投资强度 、单位用地产出等都将
成为准入标准值。 （下转3版①）

农行与我省县域经济共成长
●对接县域金融需求，重点支持民生项目、农业产业化、小城镇建设及小微企业
●截至6月中旬，全省农行系统县域贷款余额达408亿元，全行新增贷款54.3%投向了县域经济

冷水滩区现代农业绽放异彩

提高准入门槛 加速转型升级

创新机制促进两型工业发展
●今年将发布第一批43个产品的能耗控制指标，涉及7大行业和103个指标
●重点推进100个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企业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 � � �本报6月1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龙
文泱）“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抢抓
机遇，乘势而上 ，加快推进旅游强省
建设 ， 努力开创旅游业发展的新局
面”。 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新闻
发布会上获悉，省委省政府正式吹响
了湖南建设旅游强省的号角，并绘就
了旅游强省的蓝图： 通过5至10年的

努力，使我省旅游经济总量 、旅游市
场规模、旅游综合实力等指标进入全
国前列。 实现由旅游产业大省向旅游
强省的跨越。 力争到2015年，全省年
接待国内外游客4亿人次以上， 实现
旅游总收入3600亿元以上 ， 占全省
GDP的14%以上。

“十一五”期间，我省旅游产业规

模迈上千亿元台阶， 跻身全国10强，
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
大省的转变。 为进一步加快旅游产业
发展，实现我省由旅游产业大省向旅
游强省跨越，今年5月，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印发了《湖南省“十二五”旅游发
展规划 》，省委 、省政府发出了 《关于
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 (下转3版②)

通过5至10年努力，使我省旅游经济总量等指标进入全国前列

吹响建设旅游强省号角

省部共建湖南农业大学

省政协召开第51次主席会议
胡彪主持并讲话

长沙市最大
农村拆迁保障房

项目开工

� � � � 本 报 6 月 18 日 讯 （ 通 讯 员
江钻 成妞 记者 邓晶琎）今天，张
花高速公路第三合同段太极溪特
大桥合龙。这标志着大桥的主体结
构基本完工，大桥建设进入桥面及
后续工程施工阶段。

太极溪特大桥地处张家界城
郊结合处，横跨太极溪，是张花高
速公路上的特大高架桥。大桥全长
1278米 ， 于2009年8月1日开工建
设，计划于2013年建成通车。

由于大桥跨越张家界至武陵源
景区的交通要道张青公路， 在设计
上部分墩柱采用线条圆滑美观的变
截面空心墩。 在施工过程中，大桥承
建方中南市政建设集团第三合同段
项目部的建设者，采取夜间降噪、白
天洒水、材料及设备多次转运、短时
间交通管制等多项措施， 确保工程
建设顺利进行。 大桥与美丽的天门
洞遥相呼应， 将打造成为张家界又
一城市新景观。 (下转3版③)

张家界太极溪
特大桥合龙

打造张家界城市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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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型改革新探索

� � � � 6月16日晚，溆浦县“辰河目连戏”传承保护中心举行专
场汇报演出，传统剧目《目连救母》受到观众的热捧。 “辰河目
连戏”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周晓鹏 王芬颖 摄影报道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科技银行， 为创新而来 2版
相关报道详见14版＞＞＞

携火枪打猎被判管制1年 3版

盛情湖南 相会台湾 4版

火宫殿，一道守拙的风景 7版

从“雅礼”到“湘雅”
———西医入湘的艰难历程

民营书画院
让湖湘艺术更精彩

11版

13版

15版
埃及穆兄会宣布穆尔西赢得总统选举

继续严格执行住房信贷政策
住建部：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