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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 秋分

本报记者 陈淦璋 胡信松
通讯员 谭建衡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从建行湖
南省分行传来喜报：该行个人存款余
额日前成功突破2000亿元大关， 且8
月份以来一直稳定在2000亿元以上，
成为全省首家个人存款余额突破
2000亿元的商业银行。

折射湖南经济喜人变化
2004年，省建行个人存款余额达到

500亿元，距开办储蓄业务相隔了18年；
4年后的2008年初， 这个数字是

1000亿元；
又一个4年后， 这个数字已经达

到历史性的2000亿元。
作为三湘金融领头羊，省建行这

一业绩翻番式增长，为全省科学发展
富民强省征程做出了最好注脚。

过去5年， 是全省综合实力增长
最快、城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群众
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之一 ，GDP相比
2007年实现翻番，直逼2万亿元，14个

市州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
是全部超过万元。

鱼水相依，共兴共荣。个人存款
余额 2000亿元并不仅仅是一个数
字， 其折射的正是湖南经济发展的
喜人变化。

2000亿元个人存款中，定期存款
占比呈下降趋势，活期存款占比达到
46.76%，正向50%的节点迈进 。从长
期趋势看， 存款活期化趋势明显，反
映出居民投资和消费意愿日益增强，
我省的经济活跃度不断提高。

同时，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
获批5年多来， 长株潭城市群的核心
增长极地位进一步凸显，3市GDP已
达到全省的40%。省建行的个人存款
余额对此也给予了精准反映，该行个
人金融部负责人介绍，2000亿元中长
沙占比27.16%，加上株洲、湘潭两市
后合计占比已达39.57%。

实力引爆发展加速度
从微观上解读省建行这一业绩，绕

不开金融业的“马太效应”。（下转4版①）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 � �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张治湘 伍阳春 何蔚 ）9月
中旬的一天， 湘潭市岳塘区银海体
育广场人头攒动。来自该区各乡镇、
街道的数百名居民代表从区领导手
中接过 《岳塘民生服务百科全书》，
笑逐颜开。这本书集政务公开、社会
保障 、教育管理 、医疗卫生服务 、法
律服务等于一身,是这里10多万户居
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

该区投入上百万元为每户居民

免费赠送此书 ，是他们开展 “三民 ”
活动中的一朵小花。区委常委、区委
宣传部部长薛峰介绍： 自2010年11
月揭开 “出门察民情 ，开门听民声 ，
倾力解民难”的序幕以来，“三民”活
动已雷打不动坚持到了现在。

岳塘 “三民 ”活动成常态 ，是该
区区委书记肖克和解决一起久拖不
决的群众难题引发的。 肖克和在解
决好这个问题后认为： 要切实解决
好群众之忧， 必须拓宽群众诉求的

渠道 、 拓展民生工程建设的范畴 。
“下访”、“接访”制度随之形成。

每个月的第一、三个星期六，是全
体区级领导下到乡镇、街道流动接访
的“法定时间”；乡镇、街道和区直部门
负责人的“下访”和“接访”时间每周不
得少于一天。据不完全统计，仅今年上
半年，全区各级干部对28个村、58
个社区、266家企业、35个重点项
目开展了走访，“下访”与“接访”群
众30200人次， 收集各类意见、建

议、诉求6000多条。
自实行这两项制度以来， 各级

干部接访群众超过10万人次， 解决
各类民生问题5000多个。 用于解决
民生问题的资金， 占了财政支出的
50%以上。群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
提高到90%以上。

� � � �———建行湖南省分行个人存款
余额突破2000亿元解读根深叶茂

邵阳：健康心态看待“进退留转”
■风清气正看换届本报记者 乔伊蕾

换届中 ， 领导干部职数有限 ，
如何调整干部的心态 ， 让上去的人
信心百倍 ， 没上去的也不气馁 ， 成
为不少地方积极探索的重要课题 。
今年 3月 ， 邵阳市启动了 “知足感
恩 、 爱岗敬业 ” 心态教育活动 ， 确
保了换届工作风清气正。

【事例】
陈修萱是邵阳市司法局党委副

书记、 副局长。 任职6年来， 他凭着
满腔的热情和努力 ， 取得了每年年

度考评得分均名列前茅的好成绩。 但
在这次换届前的干部调整中， 因班子
结构等原因 ， 他没有被提拔担任司
法局局长一职。 （下转4版②）

� � � �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罗健康） 穿行在邵
阳城乡，一个个热火朝天的工地、一
条条宽阔整洁的道路、 一幢幢拔地
而起的现代化厂房……彰显出邵
阳市项目建设的丰硕成果。 项目建
设的强大引擎， 正推动邵阳市加速
赶超。今年上半年，该市5000万元以
上投资施工项目145个，同比增加23
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2.22亿元，
同比增长32.4%， 高出全省8.2个百
分点，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5.6%。

作为后发地区，近些年来，邵阳
坚持把加快发展作为第一要务，把
项目建设作为加快发展的 “第一载
体”，以“上项目促投资、增投资促发
展”。特别是2009年以来，该市连续
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项目建设
突飞猛进。“十一五”期间，邵阳实施

亿元以上重点投资项目近100个，共
完成投资1920亿元，是“十五”期间
的4.5倍 ，年均增长35.9%。今年 ，共
安排重点建设项目179个，其中新增
项目95个； 全部项目年内投资额达
246.8亿元， 比上年增加约80亿元，
增长50%左右。

新项目孕育新希望， 大项目带
来大发展 。“十一五 ” 期间 ， 邵阳
GDP、地方财政总收入、规模工业增
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年 均 分 别 增 长
12.2% 、17.6% 、23.8% 、34.8% 、
18.8%， 其中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
居全省第一。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
展保持良好态势， 上半年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进出
口总额等5大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项目引擎推动邵阳加速赶超
5大指标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本报今日第5版推出专题《邵阳：后发赶超再加速》

� � �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强在长沙会见了澳门特别行
政区全国人大代表视察团一行。

周强欢迎视察团一行来湘 ，对
澳门回归祖国以来保持繁荣稳定 、
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表示祝贺 。
他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下， 湖南近年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 ，全面推进 “四化两型 ”、“四
个湖南 ”建设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
区位优势更加凸显， 优势产业迅速
成长，科技创新成果丰硕，经济社会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今后一段时期，
湖南将加快建设全面小康， 加快建
设两型社会， 努力在中部崛起中实

现新跨越。湖南同澳门交往频繁，合
作基础良好， 两地深化交流合作前
景广阔。 希望视察团一行对湖南的
工作多提宝贵意见， 并推动两地在
经贸、法律、教育 、科技 、文化 、旅游
等领域的合作。

视察团团长、 澳门特别行政区
立法会主席刘焯华说， 通过这次视
察，对湖南加快建设两型社会、大力
推进自主创新等印象深刻， 为湖南
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
就感到骄傲。 视察团一行将加深对
湖南的了解， 为促进澳湘深化交流
合作而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晔
晖，省领导易炼红、蔡力峰参加会见。

周强会见澳门全国
人大代表视察团一行

� � �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周强，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
在长沙会见了来湘调研的教育部部
长袁贵仁一行。

周强感谢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
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湖南自2006
年实施教育强省战略以来，不断增加
教育投入，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加快普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
大力发展面向市场的职业教育，着力
抓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设、校车
安全、校园周边环境整治、农村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等
工作，教育事业迈上了新台阶。教育
强省建设为湖南全面推进 “四化两

型”建设，加快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强
省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将深入贯彻
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精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统筹发展各级各类教
育，为“十二五”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人
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希望教育部继续
给予指导和支持。

袁贵仁说， 湖南高度重视发展
教育，将其作为重大民生工程，教育
投入连年大幅增长， 教育改革逐步
深化， 全省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
绩。推动科学发展 ，根本靠科技 ，基
础在教育，关键是人才。希望湖南加
快教育强省建设步伐， 教育部将一
如既往提供支持。

副省长李友志参加会见。

周强徐守盛会见袁贵仁

� � �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彭晓春 路险峰） 今天上午，省
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36次主任
会议，听取了省卫生厅关于我省贯彻
实施献血法和 《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
民共和国献血法〉办法》情况的汇报、

省直4厅局关于省十一届人大六次会
议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情况的
汇报。

主任会议由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杨泰波主持，副主任谢勇、刘莲玉，
秘书长孙在田出席会议。 （下转4版③）

� � � �本报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 贺
佳 ）今天上午 ，省委 、省政府在北京
召开座谈会， 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规划和课题研究等工作， 征求
院士 、专家 、学者的建议和意见 。省
委副书记梅克保出席座谈会， 并希
望大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和专长 ，
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 多提建设性
意见， 为加快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
强大智力支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执行
副理事长、 国家行政学院原常务
副院长魏礼群， 国家粮食局原局
长聂振邦出席并讲话。 副省长徐
明华主持。

座谈会上，省发改委、省水利

厅分别就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
划主要内容、相关水利问题和课题研
究作情况汇报。曹文宣、韩其为、雷志
栋等“两院”院士，清华大学、中国水
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
科研院校负责人纷纷发言，围绕江湖
关系、项目建设、生态保护、水环境、
水生物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
意见和建议。 （下转4版④）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36次主任会议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座谈会在京召开
梅克保指出，为加快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强大智力支撑

嘉禾传承民歌
壮大文化产业

本报9月20日讯 （白培生 李秉钧 何光红） 9
月19日， 嘉禾县第四届民歌文化艺术节开幕。 100
多名民歌爱好者踊跃参加民歌赛， 其中年龄最大
的80多岁， 最小的仅5岁。 经初赛、 复赛和决赛激
烈角逐， 10位选手被评为 “十佳民歌手”。

嘉禾是全国闻名的民歌之乡 ， 以 “伴嫁歌 ”
为代表的嘉禾民歌曾随着电影 《芙蓉镇》 的上映
而唱响南北， 嘉禾民歌也因此赢得了 “北有兰花
花， 南有伴嫁歌” 的美誉。 2008年， 嘉禾民歌被
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为挖掘和传
承好嘉禾民歌这颗文化艺术瑰宝， 该县邀请文化
名人和业界专家、 学者， 为嘉禾民歌文化发展作
顶层设计。 县财政拨专款， 用于奖励民歌传承人。
县领导带头传承嘉禾民歌， 县委工作记录本上收
录了13首经典嘉禾民歌， 每位县级领导必须会唱
两首以上。 县里还把嘉禾民歌列入全县中小学生
音乐课， 并定期举办民歌会、 艺术节等。

同时， 嘉禾以民歌为 “媒”， 大力发展文化产
业。 今年， 投资1.5亿元的文化中心项目已完成规
划设计和征地， 即将动工； （下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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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回湘办演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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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10·5”惨案
庭审首日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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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9月20日晚， 第四届湖南艺术节田汉奖参评湘剧 《苏秀才》 在长沙湘江剧场开演。 该剧由长沙
市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出演， 讲述了大革命时期地处湘赣的围山乡成立工农红色政权， 苏秀才智斗
敌人， 保护红色政权牌的故事。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岳塘“三民”活动成常态察民情 听民声 解民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