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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孙
敏坚 通讯员 赵佳妮 ） 今天晚
上 ，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
红在长沙会见了以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就业与劳资关系部兼
制造、 出口、 贸易部部长里查·
达拉·瑞瓦为代表的维多利亚州
汽车和清洁能源代表团一行。

代表团一行是应省机械行
业管理办公室和省汽车行业协
会的邀请访湘 ， 旨在寻求与湖
南汽车企业的交流 、 合作与对
接。

陈叔红对代表团的到来表
示欢迎 ， 并介绍了湖南汽车产
业发展状况 。 他说 ， 湖南正处
在 加 快 发 展
时 期 ， 随 着
新型工业化、
农业现代化、
新型城镇化、
信 息 化 进 程
的不断加快，
以 湖 南 为 中
心 的 汽 车 消
费 市 场 展 示
出巨大潜力，

全省汽车保有量持续增长 ， 一
大批国内外知名汽车企业落户
湖南 。 目前 ， 湖南基本形成了
以轿车为主导、 专用车为特色、
商用车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 汽
车产业已成为湖南的支柱产业，
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 期待以此
次代表团来访为契机 ， 推动双
方在汽车产业相关环节的实质
性合作。

里查·达拉·瑞瓦感谢陈叔
红的会见 。 他表示 ， 维多利亚
州与湖南在汽车零配件 、 清洁
能源等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 ，
希望通过此行加强双方在这些
领域的合作。

� � � �本报9月20日讯（记者 陶海音）9月
18日至20日，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率领
“稳增长、促和谐”专题督查组来到株洲
开展督促检查，于来山要求各地把稳增
长、促和谐放在当前工作的首位，以项
目建设确保经济健康增长、以干部作风
转变提升惠民生力度、以党群关系密切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蒋作斌参加攸县的督查。

于来山一行先后来到醴陵市、攸县、
茶陵县、炎陵县和株洲县，实地察看了一
批产业园区、工业企业、重点工程、民生
项目，进村入户、走访农户。 在攸县新联
村，当看到农民每家每户实现“一氹两池
三桶四筐”， 农民自觉做到垃圾分类处

理，变废为宝，昔日脏乱的农村，变身到
处整洁卫生的大花园时， 于来山十分高
兴， 称赞攸县为解决千百年来我国广大
农村环境卫生问题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在茶陵县平水镇把集村张根云家走访
时， 张根云反映该村2000多村民饮用水
困难，于来山当即现场办公，与水利、国
土等部门负责人研究， 当场明确有关责
任人员，要求尽快解决把集村饮水问题，
确保村民年底用上洁净水。

于来山指出，株洲5个县、市近年来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经济社会加快发
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人民生活明显
改善，干部作风求真务实，但我们在发
展中还面临许多新的困难。 于来山强

调，此次督查组来株洲，就是要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大力支持和帮助
解决株洲当前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
稳定的重要问题。 当前，我们一定要集
中精力抓发展、惠民生、促和谐。要按照
既定的目标和发展思路， 狠抓工作落
实。要把稳增长落实到一个一个具体的
项目建设上，力争抓一个项目成一个项
目。 要继续狠抓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基
础设施的完善带动产业发展。 要突
出抓工业园区建设，争取更多的招
商引资项目落地生根。 要大力推进
城镇化，以城镇建设推动城乡统筹，
积极引导有条件的农民进城，促进
农村住户向城镇集中，土地、林地通

过流转向大户集中。要进一步加强干部
作风转变，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始终把
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真心实意为老百
姓办实事、解难题，只有我们爱老百姓，
老百姓才会爱我们。要以这次督查为契
机 ，认真总结经验 、查找问题 、解决难
题， 推动株洲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
开。

� � � �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杨
军）9月10日至20日，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率省委、省
政府 “稳增长 、促和谐 ”督查组 ，
在益阳市开展专题督查 。 她强
调 ，要认真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
部署要求， 全力做好稳增长、促
和谐各项工作，确保全面实现全
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在益阳期间，督查组深入各
县、市、区，实地考察企业、乡村、
社区 、园区 、学校以及重大建设
和民生工程项目，对省委交办的
案件逐项检查督办，对督查中发
现的问题逐项交办落实。 李微微
肯定益阳市牢牢把握 “稳中求
进 ”总基调 ，以科学思路谋划发
展 ，以创新举措推动发展 ，以务
实作风保障发展，保持了经济持
续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李微微强调，当前，党的十八

大即将召开，全省正处于全力稳
增长、促和谐关键时段。 要坚持
以科学谋划为前提，放在环洞庭
湖生态经济圈整体里来谋划益
阳发展，做好做活湖泊生态资源
利用文章， 坚持走生态发展、绿
色发展之路。 要坚持以项目建设
为引擎 ，加快建设进度 ，抓好开
发储备，以项目带投资、调结构、
促发展。 要坚持以保障民生为重
点，集中力量办民生大事， 确保
政策落实到位、 资金投入到位、
项目建设到位 。 要坚持以促进
和谐为保障 ， 进一步加强和创
新社会管理 ， 重视分析研判社
情舆情 ， 切实把各种苗头隐患
化解在基层和萌芽状态 。 要坚
持以优化环境为动力 ， 着力改
善硬环境 ， 不断提升软环境 ，
努力营造新环境 ， 打造 “环境
佳地、 服务高地”。� � � �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杨治军） 今天， 顺德城·益阳
家居博览中心在益阳市赫山区龙岭工
业园奠基。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
长李微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
红，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奠基仪式。

顺德城·益阳家居博览中心项目由
顺德家具协会、 乐从家具协会共同打
造， 规划占地3200亩， 总建筑面积500
万平方米， 总投资95亿元， 将分3期进
行建设。 建设项目包括中高档家居品
牌生活馆、 大型家具展览中心、 家居

建材广场、 装饰材料和家居设计中心
广场及与之配套的仓储物流 、 商住 、
大型超市、 特色饮食、 休闲娱乐、 主
题公园 、 教育设施等 。 项目建成后 ，
有望成为中南地区规模最大的家居文
化城。

该项目的开工建设， 不仅对益阳
市及全省家居产业长远发展具有重要
战略意义， 而且有利于拉长产业链条，
推动建材、 商贸、 物流等相关行业发
展， 并为环长株潭地区提供一个集购
物、 休闲于一体的新型商业平台。

� � � �本报9月20日讯 (记者 唐爱平)由
国家工信部副部长苏波率领的国务院
安委会督查组， 来湘检查安全生产工
作。 今天，副省长盛茂林主持召开汇报
会， 向督查组一行汇报湖南安全生产
工作情况。 督查组对湖南的安全生产
工作给予肯定。 盛茂林表示，湖南将落
实好督查组的指示精神， 下一阶段将
坚持推进矿山兼并重组、 科技兴安等
方面的工作， 进一步提高全省安全生
产水平。

此次督查是根据国务院统一部署
进行的。 国务院安委会共派出了16个
督查组，于9月10日至26日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督查。 在湘期间，督查组一行深
入我省部分企业， 就安全生产工作进
行了现场检查指导。

近年来， 我省把安全生产作为最
大的民生工程来抓，强力推进“安全生
产年”活动和“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今
年全省工矿商贸领域安全生产形势进
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今年1至8月份，
全省发生事故总量、 死亡人数比去年
同期分别下降9.3%和11.9%，多数领域

和地区事故较大幅度下降。
督查组对湖南安全生产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认为湖南在安
全生产方面创下了很多好经验， 也发
现了不少有针对性、 带有普遍性的问
题。 今年前8个月，湖南事故总量和死
亡人数下降幅度均好于全国平均水
平。 督查组勉励我省进一步完善安全
生产工作措施，创造更好的成绩。

盛茂林在汇报会上表示， 湖南的
安全生产有进步有成绩也有差距 ，安
全生产一定要警钟长鸣， 对企业抓安
全生产的主动性、 各级各部门抓安全
生产的积极性、 企业员工遵章守纪的
自觉性，都不能估计过高。 今后一段时
期 ，湖南安全生产要在 “六个坚持 ”上
下功夫， 即： 坚持实施安全发展不动
摇；坚持全面落实安全生产的责任；坚
持“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使之常态化、
制度化； 坚持积极推进矿山的兼并重
组；坚持加快科技兴安，推动生产的规
范化 、标准化 ；坚持依法依纪 ，严肃追
究安全和生产责任， 斩断事故背后的
利益链。

� � � � 本报9月20日讯 （通讯员 张定
记者 孙敏坚） 9月19日， 由省政府主
办， 资兴市和省湘菜产业促进会承办
的 “2012年湘菜产业促进活动资兴专
场暨资兴市第二届旅游文化美食节 ”
在资兴举行。 老同志、 省湘菜产业促
进会会长李贻衡宣布开幕。

据了解， 此次活动是2012中国湖
南国际旅游节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
今年湘菜产业促进活动的一个专场活
动。

东江湖被誉为 “南洞庭”， 水温全
年保持在6至12摄氏度 ， 特产的东江
鱼生长缓慢 ， 富含氨基酸和蛋白质 ，
广受食客追捧。 在活动现场， 首届北

京奥林匹克公园国际美食大赛湖南代
表团金奖获得者， 港粤及资兴当地名
厨以清一色的东江鱼为原材料， 共同
打造、 精心烹制了 “东江湖养生鱼头
王”、 “刺身三文鱼”、 “秘制东江翘
嘴鲌” 等13道独具东江特色的 “全鱼
宴”， 色、 香、 味俱全， 让现场嘉宾赞
叹不已。 中国烹饪大师、 湘菜大师王
墨泉现场表演了湘菜刀工绝技———整
鸡去骨 。 一只整鸡在他的手中不到3

分钟时间被除去鸡骨， 让在场嘉宾叹
为观止， 也把整个活动推向高潮。

近年来， 随着我省湘菜产业的大
力发展， 湘菜产业越来越得到各级政
府的重视，整理地方饮食文化、推介本
地菜品、带动食材发展，已纳入到各级
政府的战略规划。 2009年，资兴市举办
了首届旅游文化美食节。 今年，资兴市
政协还编辑、整理了《资兴美食》一书，
全面反映了资兴的饮食风貌。

于来山率队赴株洲开展专项督查时强调

集中精力抓发展惠民生促和谐
李微微在益阳专题督查时强调

全力做好稳增长
促和谐各项工作

陈叔红会见澳大利亚客人

中南地区最大家居文化城益阳奠基

安委会督查组肯定湖南安全生产工作
矿山兼并重组、

科技兴安成下阶段重点

到东江湖品“全鱼宴”
资兴市第二届旅游文化美食节举行

� � � � 9月19日 ， 长沙市芙蓉区
在燕山第二小学举办主题为
“倡导低碳生活 ， 争做环保达
人” 科普日系列活动， 通过环
保制作、 绘画等活动， 倡导学
生从小树立节约能源、 保护生
态环境的意识。

本报记者 姚学文 刘尚文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