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雅文 责任校对 程小林 要闻3２０12年12月15日 星期六

!"#$!$%&'()!*%+,-."
/0!12"1234#56789$$$:;<
=>%?@AB4+CDEFGHIJ&KLM
! NO!PQRS "# T!USFV "!# N!UW
XY !"$ X! USZ[M\]! ^_` % aX
b" cdefgh!ijklm"ndop+C
qr!s;mt4'+Cu4%dv*wx"

!"#$%&'
yz{"C|}~���! ����d�

�X�e{�X!����d'��X%�e'B
�X%!B4X�����!XY������!
��������(�uB4��!�| ¡¢
£d+CB4!e¤�¥¦§¨©dª«¬"
12®4¯)4¦§°i±²'+Cu4%d³
´µ¶!·¸'¹º»¼½¾!�º»N"T!|
º¿ÀÁÂ%!ÃÄ��ÅÆ!ÇÈÉÊ)Ë)"
¼¸` &%# aÌ! ÍÎÏÐB4ÑÒ+CÓÔ
}Õ|}! Ö×ØnÁÂ* ¤ÙÚ|}ÛÜÝ
Í+Þßàá!âãeämÀV|}åæçè!
4+éêëëìíî!P�ï¬ðñX!ò
óVôõö,

÷ødùúû! P©üQýþz»ÿÿ!
ù("#$%!��&'()*+,-./"ù
0,12t434B4ù5Éd67,4!ù8
8ì9:;&'M��!<4=>M !#" aÌ!%
Í4|e�?ù5 "!# ?! @A%Í"ò�m
�?ù5�¥ÍBC, %

'ÍBC%ilD³E!F«�G¼H, '()*
�I�!t4JKÏÐ+CçLT)>Æ+CM

¡B4+NrÐO|}!PQá ! �|} !+ N
+CçLT)'(( ?>Æ+CM¡+NrÐO,
VR!t4 '( NB4+CçLT)"" ?+CM)
,! ?B4+CrÐOÍ¨=>àá( S|em
*( Nó¦��néTUVÁÂWXYLTZ
%( ["nUV\], 'ñ '(*- �!Í4^ò�+
CrÐÍBC, %%_�`d12®4'a�%
û!4¯)4¦§b²mcddef, 1gh2
Xijkdõl! m2bnol°pñ»£Â
qrstduv,

()*+,-.
w+Cdxyz{ñB�dyI! á+C

|å+}Y~, M��!12®4�qb�+C
��!w���{�b²m¤�Xd'�,

B4+C��XY���>���ÁZX
Y�ð!+CÁZ���Î��2Ã�, ¤��
iû��1���! t4+éêë°iW��
¬o¨©��!òÕÖ�)��) T�¡K¢
g!|åB4+C"T|}£¤bn!@A²¥
¦�>+C§æY¨q!�ë©�)+C8ª«
»¬µ¶Ä)o®u)ÁZ¯°dXY!±ñ

*% N�>���!ªG²³+CØn¦v!´L
µ¶·_+CrÐt¸´+D½¾Ói��!
è¹ð4+éº»¼ó½¾ ¿, hMÀ�!
të¦±XY ¿B4+Dº»ÒP -#( X
b! ¿éT§æY !' X,

ÁÂÃÄ!ÅÅ5¤, VR!t4ÓÆ+é
½¾Sbnñ *(% ¼ ! +érÐº»` --((
X!Ç�U�+érÐd·_ÈÄ !( aX, Ã
ÄÛÉ÷�)ÊË±Ì!»¬B4DEÂ½ÍÎ
Ï²!e¤{4·_+CrÐdÉ·, ÐÑ)�
Ò#Ó) Ô�ÕZDEÂ�b%ÍÖ·_+D
«WÉ×Ø!�Ò#Ó\²Ö©!%ÙÚÛÜ¥
û5ÝÞnßm12d+CWà7, áâB4)
ã�B4)äåæB4×ç'èéËêë¬{"
éTA¼B4%, +C½¾duj!ìÐm+í
�|d±Ë! îÐm"nÊËïð±Ì, M�
�! t4ñIaPd+Dòó)ãáôl�õ
d·_+CrÐ! ö÷+}øù! úæ+}ó
¤!àÍ"'û�%ÁZ�>Xü, �W:-ý*
þ2<=>.+ÿ!;:-'û�%±ËØnq.+
"Ü�#-+íêY$p%.Z+D�Z&².
¡'(!^ÿ!W�W)*+�!^+íd'Y

,-\?a.,
�|[/+CrÐ!±ÌB4+C[�, t

4I0èLT+ 1�LT+ 1%jÜ¥¤23
.! è¹B4+DÂ½4nôl�5d·_+
C+éTrÐ&0è+CLT6ç¤ÍËûj+
CLT#»( Ì7FB4a?wrÐI89Ü
:+n;�W<=m"n>?(1�LT·_D
EFSefg@mÀA!AA'BÁCDE%B
4+D�WjØSKL -. F!LGì!½¾�!
H;j, rÐd4n!ò�mLTÜIFFJ+
jKrÐOOL+ +C2M��êd+Cj£
¤ëÎ,

/012345
WLNOó!¤Xnþ", %P� *+ OQ

4d12®4+R 'ST2UV!WXYZj%
Z[[\�û!!+ ]^+D?_M��ê�Z
dZ[+�Z¡5n4`a\b&c�dLe!
�dfe!IgHd`hUWi`dqr(áj
ükZ!�dnq!�dB�(�l4m'Gk
²4m'(//

*..% � , O! 12®4+nDER��W

12®4|4O~eä, op»qÓY�!Z
r+ùr+*r+sr+fr+Hrtun�+vw
xRr�pyrÓz{eä,*% �L|}~!t
4Lj+DÁZ)%�sdåm�kü�!ù
kB�!��²I�Xí+�êv+�W�+âF
í+���+�Oõ¤N�dç;�Z3�!I
�Î+�òÖ+�ê+��d�+´+nçb�
Z½¾!I���+�2+�ë»+Ñ�p+��
í¤2^dv"�ZÂ½!þ�|�¥! �m
»j¬+DêX,

M # �!t4Z?b�m-��.+-��d
0�.+-�y�0.ZÉ��ç; *'# �!-��
� .+-Xqï¡H.+-LG�q.+-^¢£.+
-¤�¥¦�§¨.Z�+ !'& �!-�©�M.+
-ª«YA.+-¬ó.Zv" ,++ ]A!²-®
¯.+-°�±.+-²O³´.Zì�ç;+vw+
�+µ *+ ¨,

'¶·�Z!Ø·o[, %t4ù¸+¹H+f
w+vw¡ÿs�ZÚÈ=Rº»Ld&¼, +
DÁZ)½µ÷�m-¾¿ÀÁ�:".+-��
¿Â".+-��èû�"¥. Z»j¬Ã"Ê
Ä('++% �^��Ã"efÅÆ¤è0ËÇÈ
Ë+CÉÊ (�@m0È -^®êË .!ÌÍm
-12+DZ[oÎ$$$12®4Ï.! eäm
12®4+nDE�ZÓ.(sÐ-rÑ.×Í
ÖAAÿs+CØ!sÐ-PFLÒ�.×+C
¨ÜØ!-¹Ó.>ÎÍÖçÿo[Z, `hÔ"
m12®4Xn|}�N67{4dqÐò
Õ! %Ö� !+ ]Tbd+Ce�n×ØWÉ!
Ù=ñm·_dLÚºç, t4+RÚ×ç'è
0Ë+RÛÜA¼��%, !ôMù¸/!"#"

!!!6789:;<=">?:9#@A

!"# !$% !& '()

!"#$%&'( )*+,-./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邹阳 ）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
的数据， 11月份， 我省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14.5%， 1至11月， 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6%， 与1至
10月持平。

数据显示， 轻工业生产增速继续
快于重工业。 11月份， 规模以上轻工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 重工业增长
13.8%， 连续3个月快于重工业。

中小型工业企业生产增速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 11月份， 规模以上中小
型工业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8.0%， 增
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 比
10月份高1.1个百分点。

特别是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
长， 11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
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1%， 增速比全省
平均水平高28.6个百分点 。 1至11月 ，
高技术产业和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分

别增长31.4%和17.7%， 比全省平均水
平分别高16.8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

11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39个大类
行业中， 34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 但专用设备制造业 、 石油加工 、
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5个大类行业
的增加值同比下降。 规模总量居全省
前列的行业中，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 烟草制品业 ，

增加值分别增长27.1%、 22.1%、 20.8%
和15.5%。

11月份， 列入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统计的产品中 ， 产量同比增长的有
292种 ， 占规模以上工业统计产品数
的69.1%。 其中原煤产量961.78万吨 ，
同比增长15.4%； 发电量108.06亿千瓦
时 ， 增长3.3%； 钢材147.05万吨 ， 下
降4.9%； 10种有色金属29.31万吨， 增
长19.1%； 汽车3.30万辆， 增长39.4%。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孟强 ）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
的数据， 前11个月， 我省累计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026.90亿元， 增长
15.2%， 其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 住宿
餐饮业企业 ， 实现零售额 2642.56亿
元， 增长18.5%。

数据显示， 基本生活品类保持较

快增长 ， 1至11月 ， 限额以上批发和
零售业企业实现商品零售额2479.32亿
元， 增长16.2%， 其中吃、 穿、 用类零
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 粮油食品饮料
烟酒类、 服装鞋帽针纺织品类和日用
品类 ， 分别增长 21% 、 18%和 20.9% ，
分别高于平均增速4.8个百分点 、 1.8
个百分点和4.7个百分点。 此外， 餐饮

消费也快速增长 ， 1至11月 ， 限额以
上餐饮业企业实现零售额84.01亿元 ，
同比增长22.8%。

1至11月， 限额以上批发和零售业
企业中， 石油及制品类和汽车类分别
实现零售额629.08亿元和624.81亿元 ，
同比分别增长12.4%和18%。 这两类商
品的零售额占限额以上企业零售额的

50.6%， 对全省消费品市场的增长起到
重要支撑和稳定作用。 但居住相关商
品增速回落较多， 1至11月， 限额以上
批发和零售业企业中， 家用电器和音
像器材类、 建筑及装潢材料类零售额
分别增长11.7%和14.5%， 增速分别比
上年同期回落了17个百分点和10.5个
百分点。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张
斌 通讯员 郭吉庆） 今天上午，
省委统战部在长沙召开全省统
一战线代表人士座谈会。省委常
委、省委统战部部长李微微主持
会议并讲话。

为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对
统战工作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
和新论述，深入分析当前我省统
战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
新问题，主动对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出的新目标、新途径和新
机制，全面谋划2013年全省统一
战线工作，省委统战部自11月30
日以来分别召开省委统战部、各
民主党派省委、省直统战系统单
位机关干部以及民族宗教界人
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统一战
线代表人士系列座谈会，听取统
一战线各方面人士的意见建议。

“要加强对无党派代表人士

的教育培养”、“希望完善调研课
题办理机制和成果采纳考核机
制”、“搭建工商联的帮扶平台 ，
做好顶层设计”……今天的座谈
会上，吴金明、梁肇洪、杨翔 、王
国海等9位统一战线代表人士踊
跃发言，围绕如何发挥统一战线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重要
作用展开热烈讨论，并在统一战
线参与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社会
管理创新、新型城镇化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看法。

李微微说，大家的意见建议
有利于帮助把握十八大精神内
涵，进一步开拓思路 ，推动拓宽
全省的统一战线工作。省委统战
部要把这些意见建议吸纳到工
作思路的完善中去，吸纳到研究
工作的新手段中去，以十八大精
神谋划全省统战工作，使各项工
作更具实效。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赵伍芳 周仁 卓健） 今天上午，全
国省（区、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会议
在长沙召开。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
汤奋到会指导，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 省国教委主任许又声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军区领导李有新、万建华、姜英宇
出席会议。

许又声在讲话中指出， 湖南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一直坚持爱国拥军，
高度重视部队建设和国防教育。 在推动
科学发展的同时，湖南省委、省政府和省
军区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党管武装、 军队
建设和国防教育的新情况新任务， 积极
探索军民融合发展新路子， 切实把加强
党管武装作为履行执政使命、 推进富民

强省的重大政治任务， 把关心支持国防
和军队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
划， 坚持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副担子
一起挑、两个成果一起出，着力强化“军
民融合”、“统筹协调”、“犁剑共铸”、“双
向共赢” 的建设理念， 大力营造热爱武
装、关心武装、支持武装、建设武装的浓
厚氛围，为推进科学发展、建设美好湖南
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国防教育工作
得到了中央军委、 总政治部和广州军区
的充分肯定。

省国教委副主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
姜英宇介绍了我省国防教育工作及学习
贯彻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国防教育工
作的意见》试点经验。 姜英宇指出，全省各
级紧密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意见要求，加

大组织领导和保障力度，切实形成了齐抓
共管国防教育的整体合力。 同时，积极发
挥现代传媒作用，不断拓展信息化条件下
开展国防教育的方法途径，努力推动全民
国防教育工作创新发展，为建设和巩固国
防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

会上，北京、辽宁、江苏、山东、重庆、
新疆等6省（区、市）介绍了加强新形势下
国防教育试点工作情况，与会代表分组讨
论《2013年全民国防教育工作要点》，并参
观了湖南教育电视台国防教育频道和长
沙市天心区长坡社区两个现场观摩点。

国家国防教育办公室、 中央和国家
机关、全国各省（区、市）以及解放军、武
警部队负责国防教育工作的部门负责人
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李
伟锋） 今天， 省政府召开电视电
话会议， 部署当前全省安全生产
工作。 副省长盛茂林出席。

会议指出， 2013年元旦、 春
节即将来临 ， 一年一度的全省
“两会” 即将召开 ， 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切实加强 “两节两会” 期
间的安全生产， 有效防范和坚决
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努力实现
“四个确保 ”： 确保事故总量减
少， 确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 确
保省人大、 政协 “两会” 胜利召
开， 确保元旦、 春节 “两节” 欢
乐祥和。

根据省安委会部署， 最近一
段时间， 全省将集中开展一系列
有针对性的安全生产专项行动 ：
以城市和城镇为重点， 深入开展
公共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以
农村为重点， 广泛深入组织开展
一场全民安全知识教育 ； 以煤
矿 、 非煤矿山 、 道路和水上交
通、 烟花爆竹、 危险化学品为重
点， 强化安全监管执法检查。

省安委会专门下发了专项行
动方案， 明确了市、 县、 乡政府
和安监、 公安、 交通运输等16个
部门的职责分工， 要求严格坚持
属地管理和 “谁主管谁负责” 的
原则， 加强组织领导、 层层落实
责任 ， 突出重点对象和重点内
容， 开展集中执法， 严查严管严
治， 务求实效。

盛茂林指出 ， 全省生产形
势虽然实现持续稳定好转 ， 但
仍然有差距 、 有压力 ， 打非治
违存在死角和盲区 ， 企业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 ， 安
全监管有缺失 ， 安全生产的基
础仍然薄弱 。 当前和今后一段
时期， 是安全生产事故高发期 、
敏感期 ， 要按照省安委会的部
署 ，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
作 。 要落实领导 ， 不能因换届
而使工作脱节 ； 要落实责任 ，
各职能部门、 企业和从业人员 ，
都要把各自责任变成自觉行动 ；
要落实安全生产的各项措施 ，
要素保障到位 ， 严格兑现安全
生产工作的各项奖惩措施。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胡
宇芬 通讯员 任彬彬）围绕水稻
增产，科技持续发力。 国家粮食
丰产科技工程湖南专项工作会
议今天在长沙召开，袁隆平院士
再度被聘请为技术顾问 ， 助阵
“十二五”新一轮研究与示范。他
表示， 水稻增产还有很大潜力，
其领衔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正在实施3个工程配
合专项推进，即在高中低产区分
别实施 “3分地养活1口人”、“种
三产四”工程，并力争在5年内实
现百亩片亩产1000公斤的超级
稻第四期攻关目标。

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自
2004年启动以来，对实现我国粮
食“九连增”、保障粮食安全发挥

了重要作用。作为以水稻为主产
的粮食大省 ,湖南一直是项目实
施的主体省份。 到“十一五”止，
湖南专项筛选出了71个超高产、
广适性的优质专用稻新品种，研
创了5项新技术，集成了3大技术
体系10套丰产高效技术规范，在
核心试验区、技术示范区和技术
辐射区累计增产稻谷449万吨 ，
农民增收52亿元。

“十二五”期间，我省承担了
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以持续丰
产、均衡增产、节水节肥三个主题
设计的三期课题， 最终要实现万
亩核心试验区双季稻亩产1130公
斤、160万亩技术示范区双季稻亩
产1000公斤、1500万亩技术辐射
区累计增产11亿公斤的目标。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乔
伊蕾 通讯员 杨远来 谷飚 ）12
月13日至14日 ，全省市州 、县市
区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在长沙
召开。 会议集中研讨、交流了机
关党建工作经验，学习了 《中国
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组织
工作条例》和《湖南省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党和国家机关基层
组织工作条例〉的实施办法》。

会议指出 ， 中央新修订的
《条例》 是机关党建工作必须遵
循的基本规章。 《实施办法》的颁

布实施，是我省创造性地贯彻落
实《条例》的重要举措。全省各市
州、县市区机关工委要把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学习贯彻
《条例》和《实施办法》结合起来，
全面落实机关党建工作责任，不
断提高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要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从严管理党
员干部； 要切实改进机关作风，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要着力夯实
组织基础 ， 增强基层党组织活
力；要落实机关党建责任，把机
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1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14.5%
高技术产业保持较快增长，专用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下降

前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2%
吃、穿、用类零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居住相关商品增速回落较多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
章安 通讯员 杨澄莉 赵俊）12月13日至
14日，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衡阳举行纪
念“衡阳会议 ”30周年座谈会 ,共商中医
药事业发展。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卫生部在衡
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 高等中医教育
工作会议（简称“衡阳会议”）。 这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首次召开的全国中医医院和
高等中医院校建设工作会议。 “衡阳会
议”开启了中医复兴的新里程，对中医药
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

“衡阳会议”以来，我国中医医院和中
医教育发展很快。 特别是近3年来，中医药

为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作出了积极贡
献。王国强在这次会上指出，要进一步贯彻
落实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
发展的若干意见》，保持和发扬中医药特色
和优势，开创中医药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新局面；要进一步深入参与医改，提高中医
药在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中的作用；推进中
医药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断提高中医药临
床疗效，扭转中医西化的趋势；加强中医药
人才的培养，不断提高中医药人才的整体

素质；弘扬中医药文化，提高人民群众的健
康素养；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和完善符合中
医药特点的法规和标准体系；加强中医药
的对外交流与合作，使中医药更好地为世
界各国民众的健康和预防疾病服务。

今天下午， 与会代表在衡阳市中医
医院举行了 “衡阳会议” 主题公园揭幕
式，并参观了“衡阳会议”纪念馆、衡阳市
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长廊、 中药饮片加
工炮制中心。

李微微在统一战线代表人士座谈会上强调

以十八大精神谋划统战工作

努力推动全民国防教育工作创新发展
全国省（区、市）国防教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在长召开

8年累计增产稻谷近500万吨
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湖南专项再聘袁隆平为技术顾问

提高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
全省市县机关党建工作座谈会召开

省政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切实加强“两节两会”
期间安全生产

本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刘
勇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青松）
今天，湖南省茶叶学会2012年学
术年会暨首届武陵山片区茶产
业发展高峰论坛在沅陵召开，来
自湘、鄂、黔、渝4省市的茶界专
家、茶企老板、政府部门负责人
等共聚一堂，发起成立武陵山片
区茶产业发展战略联盟，共同打
造中国优质绿茶主产区。

地处湘、鄂、黔、渝交界一带
的武陵山片区，平均海拔在1000
米左右，常年重云积雾 ，土壤富
硒富磷，十分有利于茶树生长和
茶叶优异品质形成。 自古以来，
碣滩茶、官庄毛尖等武陵名茶就
深受人们喜爱。

然而，武陵山片区的茶园规
模一般小而散， 且管理粗放，单

产较低，农民种茶效益不高。 由
于位于贫困地区，茶企缺乏足够
的资金发展茶叶深加工，产品结
构单一。 4省市在武陵山片区拥
有上百个茶叶品牌，但大多实力
不强，市场认知度低，有待整合。

不能守着金山吃穷饭。省茶
叶学会和沅陵县积极呼吁，倡议
武陵山片区抱团发展，助推茶农
增收、茶企增效。 今天，4省市20
多个产茶县代表在倡议书上签
字：统筹资源，强化区域政策和
资源共享，推进联合协作 ，发挥
整体优势，打造专业化、集约化、
组织化的大茶业，扩大“武陵茶”
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坚持科
技兴茶，坚持生态、有机、高效的
茶产业发展理念，将武陵山片区
打造成中国优质绿茶主产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衡阳举行座谈会

再启中医复兴之路

携手打造中国优质绿茶主产区

湘鄂黔渝抱团共推“武陵茶”

12月14日，长
沙市天心区武装
部国防教育基地
长坡社区内，小朋
友正在制作航空
模型。当天，全国国
防教育现场观摩
会在长沙举行，来
自国家和各省（区、
市）国防教育办公
室的100多名代表
来到长坡社区参
观。
本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苏宏洲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