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版式编辑 吴希 责任校对 程小林

H�U�N�A�N� � �D�A�I�L�Y

� � �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上午，全省绿色湖南建设动员电
视电话会议召开，就推进全省生态文
明建设进行全面动员和部署。 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强 ，省委副
书记、省长徐守盛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蔡力峰 、徐明华 、杨维刚
出席。 会上发布了我省明年将大力实
施的 “农村沼气池建设工程 ”等12项
绿色湖南建设重点工作。

绿色湖南建设是省委、省政府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作出的重大决策
部署 ，是 “四化两型 ”、“四个湖南 ”建
设的重要内容，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和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把握
主题主线，推动我省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的重要举措，是顺应人民群众新期
待、 进一步改善民生的重要方面，也
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强指出，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对生态文明建
设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 这既为绿色
湖南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我们进一

步推动绿色湖南建设提供了重大机
遇和强大动力。 我们要抢抓机遇，大
力实施《绿色湖南建设纲要》，以两型
社会建设为重要载体，把绿色湖南建
设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人民
群众生产生活各方面。

周强强调，大力推进绿色湖南建
设要着力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要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 大力实施重大
生态保护工程， 巩固退耕还林成果，
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管护 ， 进一步
深化改革 、 完善机制 ， 加强对生态
脆弱地区的保护和修复 ， 提升湖南
整体生态承载力 。 二要加强城乡环
境综合治理 。 控制和减少主要污染
物排放， 确保水环境和水生态安全，
突出重点领域治理 ， 认真实施好十
大环保工程 ， 突出湘江流域综合治
理 ， 更加注重乡村环境治理 。 三要
大力发展绿色生产 。 着力构建有利
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国土空间
开发格局和产业结构 ， 大力发展两
型产业 、 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 ， 严
格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两大边界

限制 ， 严把项目环境入口关 。 四要
积极倡导绿色消费 。 在全社会倡导
节俭 、 文明 、 适度 、 合理的消费理
念， 各级机关要带头转变消费方式，
鼓励企业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企业
消费结构， 支持企业开发绿色产品，
形成绿色消费热点 ， 引导公众践行
低碳生活方式， 改善城乡消费环境。
五要大力弘扬绿色文化 。 牢固树立
生态文明理念 ， 广泛开展群众性活
动和绿色行动 ， 凝聚和提升全社会
的生态自觉 、 生态理性 。 六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 ， 狠抓工作落实 。 坚
持科学规划 ， 积极推进改革创新 ，
加强科技支撑 ， 加强专业人才队伍
建设 ，严格落实责任分工 ，广泛开展
绿色创建活动，让天更蓝、地更绿、水
更净，人民生活更幸福。

徐守盛指出， 建设绿色湖南，我
们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源远流
长的绿色文化、动力强劲的长株潭试
验区“绿色引擎”。 要统筹兼顾推进绿
色湖南建设 ，坚持量力而行 ，讲究投
入产出，区分轻重缓急，促进经济、社

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坚持节约优先，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稳定环境
容量，促进人口 、资源 、环境相均衡 ；
严守耕地和森林覆盖率“红线”，严格
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 促进生产、
生活、生态空间合理布局，促进预防、
保护、治理相结合。

徐守盛强调，要紧紧抓住五个关
键环节。 一要突出绿色项目建设，抓
好明年可以实施的项目，开发一批城
市生态环境整治项目，加强项目对接
和管理。 二要突出绿色生产，抓好产
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发
展和落后产能淘汰。 三要突出绿色重
点，抓好重点流域、区域、行业的污染
防治和生态建设 。 四要突出城乡联
动， 促进城镇环保设施向农村延伸、
城乡绿色产业联动发展、城乡环境同
治。 五要突出绿色惠民，把绿色理念
贯穿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每个环节，解
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引
领全社会绿色消费。

省林业厅 、株洲市 、长沙县有关
负责人在会上发言。

� � �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亚
静） 记者今天从全省绿色湖南建设
动员电视电话会议上获悉 ， 2013年
我省将重点推进 “农村沼气池建设
工程” 等12项工作。

经过综合权衡 ， 优中选优 ， 我
省确定了2013年重点推进的12项工
作：

一是农村沼气池建设工程 。 组
织实施14个市州、 87个县市区的7万
农户的沼气池建设， 解决农民生活
用能问题。

二是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

工程。 综合治理80个县市区岩溶地
区的石漠化， 减少水土流失， 提高
森林覆盖率。

三是全省生态文化教育进中小
学课堂行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
教育活动， 提高广大青少年的生态
文明意识。

四是湘江流域镉污染控制关键
技术研究与应用。 研发含镉多金属
料渣强化浸出及高效提镉新工艺等
技术， 为改善湘江流域镉污染源头
减排与镉污染土壤修复提供技术支
撑。 （下转6版①）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郭声琨同志不再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另

有任用； 彭清华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委员、 常委、 书记。

� � � �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尤权同志任福建省委委
员、 常委、 书记。

� � � �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唐婷
田甜）今天下午，省长徐守盛主持召
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讨论修改《政府
工作报告》（讨论稿）， 研究2013年全
省为民办实事项目、加强最低生活保
障、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等工作。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研究室负责
人关于《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工作的
汇报。 会议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
会、准确把握党的十八大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并
全面贯彻到报告起草、修改过程。 要
认真总结、突出重点，抓住人民群众
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重点和
亮点，以《政府工作报告》振奋人心、
鼓舞人心、凝聚人心。 要立足我省发
展不充分、不全面、不持续的阶段性
特征，突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
部署明年各项工作。要突出政府自身
建设，突出依法行政、阳光行政、政务
服务、优化环境、勤政廉政。起草小组
要充分吸纳省政府常务会议提出的
修改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政府工
作报告》。

会议研究了2013年全省为民办
实事项目，要求将为民办实事与中央
惠民政策结合起来，积极争取国家投
入，进一步做实做细工作，切实解决
一批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持之以恒地为老百姓
办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

会议听取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和

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汇报。 会议指出，加强最
低生活保障工作，加快发展养老服务
业，一头连着民利和民心，一头连着
内需和发展。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
障工作的意见》和全国电视电话会议
精神，按照应保尽保、公平公正、动态
管理、 统筹兼顾的原则， 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不断
提高保障水平、 管理水平、 服务水
平， 确保我省社会保障与全国平均
水平同步提高， 确保低保资金真正
用到需要救助的困难家庭上。 要加
大力度， 强化措施， 推动我省养老
服务业加快发展。 对照国家 “十二
五” 目标要求， 抓紧研究制定我省
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迅速分解
落实任务。 坚持政府引导， 积极争
取国家投入、 加大财政投入、 鼓励
民间资本参与， 多渠道筹措建设资
金 。 建立健全社会养老服务准入 、
退出、 监管机制， 规范养老服务市
场行为， 提升服务质量。

会议审议通过2012年度湖南省
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要求充分发挥
省科学技术奖评审的引导作用，推动
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不断提高创新成
果转化率，激励更多科技人才创业兴
业，提高我省自主创新能力和企业核
心竞争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宁志文 艾国华

12月上旬，怀化德天广场热闹非
凡。 设在这里的湖南西部第七届农博
会展厅内， 特色农产品琳琅满目，让
人目不暇接。

这是一场绿色的盛会，更是怀化
农业产业化建设的一次大检阅。 全市

300余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200多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竞相亮相，5000多种
产品争奇斗艳。 为期8天的农博会引
来40万人次前来参观购物，签约项目
13个，签约总金额39.7亿元，实现销售
收入1387万元。

推进农业产业化给怀化带来惊
喜的远不止一场盛会。 2011年，全市
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销售收入133.06
亿元，增长24.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4280元，增长21.6%，市级以上龙头
企业达到128家。 今年8月，全省农业
产业化工作会议在怀化召开，推广了
怀化的经验。

“转变发展方式 ，用工业化的理
念和手段抓农业， 立足丰富的资源，

大力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农业大市向
经济强市迈进。 ”怀化市委书记李亿
龙欣喜地向记者道出了推进农业产
业化加速提质的路径。

“第一车间”在扩展

时值冬季，沅陵县官庄镇沐濯铺
村现代农业示范园却是五彩缤纷。 以
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在村蔬菜
合作社技术员的指导下，在大棚内标
准化耕作，俨然“第一车间”的产业工
人。 村支部书记王爱平告诉记者：“我
们的蔬菜不仅销往超市，而且还为加
工企业提供原材料。 ”

“生产基地是农产品加工企业的

第一车间，如果没有优质原材料作保
障，即使加工能力再强 ，加工水平再
高，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怀化市
市长李晖这样认为。

土地集约是建设农产品基地，推
进产业化经营的基础。 怀化市着眼于
基地建设规模化 、标准化 ，以推动土
地流转为突破 ，加快超级稻 、工业原
料林、柑橘、茶叶、肉牛、生猪等9大优
势农产品基地建设。

坚持自愿有偿 、 因地制宜的原
则，采取租赁、入股 、互换等方式 ，鼓
励农民流转土地；采取土地保底和按
效益分红的原则，鼓励农民组建专业
合作社，将土地集中到合作社统一经
营； （下转6版②）

� � � � 本报香港 12月 19日电 （记者
贺佳 胡信松） 今天下午， 绿色湖南
（香港） 经贸推介会在香港会议展览
中心举行， 11个绿色产业项目现场
成功签约 ， 合同引资 14.8亿美元 。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出席推介会并致
辞。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副主任
林武、 副省长何报翔及香港工商企
业界近600余人出席。

梅克保在致辞中说 ， 在圣诞和
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湖南与香港正
上演着一场激情四溢的 “产业约
会”、 “资本之恋”。 香港作为全球
金融、 贸易、 航运中心， 是内地与
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重要桥梁、 窗
口和纽带。 湖南历来高度重视与香
港的交流合作， 始终把香港作为湖
南走向世界 、 扩大开放的首选地 ，
不断拓展双方合作领域， 深化合作
层次， 提升合作水平。 相信此次推
介会， 必将为双方提供更多的对接
交流机会， 搭建更好的合作共赢舞
台。 希望更多香港企业家和广大香
港同胞一如既往关注湖南发展， 支
持湖南建设。

何报翔介绍了近年来绿色湖南
建设发展相关情况。 他说， 湖南绿
色资源丰富， 发展基础雄厚， 科教
优势明显， 发展平台宽广。 希望湘
港双方把绿色发展作为深化合作的
结合点， 加快推进合作项目， 实现
互利共赢。

近年来， 湖南与香港经贸交流
合作日益密切。 截至去年底， 我省
共审批来湘港企7269家 ， 合同外资
333.72亿美元 ， 港资稳居湖南境外
引资首位。 为进一步推介宣传绿色
湖南建设， 扩大湘港两地合作交流，
提升我省企业 “走出去” 能力 ， 自
本月初开始 ， 我省在香港举行了
“绿色湖南 （香港） 经贸活动月” 系
列活动， 包括组织企业参加香港亚
洲农产品展、 设计和创新博览会等。
而作为系列活动的 “重头戏”， 此次
推介会共发布100个重点绿色产业项
目， 旨在把湖南的绿色资源转化为
得天独厚的发展资本， 把生态优势
转化为加快崛起的经济优势。

推介会后， 还举行了 “湘人·湘企·
湘情” 2013年迎新 （香港） 联谊会。

绿色湖南建设确定
12项重点工作

绿色湖南（香港）经贸推介会
在港举行

梅克保出席并致辞
现场签约11个产业项目，合同引资14.8亿美元

福建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长株潭首个火电
脱硝改造工程竣工

相当于每年减少
近 20 万 辆 机 动 车 的
排放量

本报12月19日讯（记者 刘凌 ）
今天， 大唐华银株洲发电有限公司
4号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工程顺利竣
工。 作为长株潭地区首个火电脱硝
改造工程， 该工程投产后每年可减
少氮氧化物排放约5530吨， 相当于
近20万辆机动车的排放量， 这对改
善长株潭地区的大气质量有着重要
作用。

由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承建的该工程被省政府列入2012年
全省 “十大环保工程 ”， 工程采用
的SCR法脱硝技术处于国内环保脱
硝领域领先水平。 工程投产后能降
低氮氧化物排放值80%以上， 排放
浓度可降低到200毫克以下 ， 低于
国家最新环保排放标准。 据省环保
厅负责人介绍， 到2015年， 我省所
有火电发电机组烟气脱硝改造工程
将改造完毕。

绿色湖南建设动员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净
周强徐守盛出席并讲话

� � � �绿色湖南 （香港） 经贸推介会签约现场。 本报记者 贺佳 摄

� � � �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陈
永刚） 今晨5时左右， 长沙湘府路
湘江大桥主桥成功实现合龙。

湘府路湘江大桥的主桥全长
730米， 梁体由8个主墩支撑， 每
两个主墩之间为一跨， 共7跨。 7
跨全部合龙后， 主桥即宣告整体
合龙。 今日凌晨开始合龙的最后
两跨为次中跨， 合龙段分别位于
河东4号墩与5号墩之间、 河西2号
墩与3号墩之间。 项目部负责人介
绍， 主桥整体合龙后， 将开始桥
面栏杆等附属设施的建设。

位于猴子石大桥与黑石铺大

桥之间的湘府路湘江大桥是长沙
过江通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明年通车后将成为长沙第9座过江
桥隧。 大桥西端对接洋湖垸湿地
公园 ， 东端对接天心生态新城 ，
是联系大河西先导区与河东主城
区之间的重要纽带。

目前， 大桥西岸引桥主体已
经完工， 开始沥青混凝土的摊铺
施工； 东岸引桥主体施工已接近
尾声， 连接湘江大道和书院路的
两条匝道主体也已完工。 如果气
候条件满足施工要求， 大桥预计
于明年春节前实现通车。

湘府路湘江大桥主桥合龙
预计明年春节前实现通车

� � � � 12月18日， 武汉理工大学 “蛋蛋在行动” 公益团队、 宁远义工组织为宁远县仁和镇冯谷均村70名留守儿
童送去书包、 围巾、 手套、 帽子和文化体育用品， 让孩子们抵御严寒， 感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乐水旺 摄

田野革命 � � � � ———怀化市推进
农业产业化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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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12月19日讯 （记者 陶海
音 通讯员 曾勇） 广铁集团今晚9时
许公布京广高铁运行时刻表及票价
表， 高速动车组运行时刻和沿线停
站时间确定。 长沙每天有7趟进京高
铁 ， 其中始发车次 4趟 ， 分别为 ：
G84、 G502、 G504、 G506。 途经车
次3趟， 分别为G72、 G80、 G82。

据了解， 长沙每日最早进京的
高铁是G502次 ， 长沙始发时间是7∶
30， 抵达北京时间14∶07， 最后一趟

进京高铁是G82次 ， 长沙发车时间
是15∶37;而最快的G84次长沙始发时
间为 9 ∶00， 抵达北京时间是 14 ∶40，
全程所需时间为5小时40分， 比现在
最快的直达列车Z18次快7小时37分。

长沙南至北京西高铁票价有两
种： 一是经郑州东但不经郑州， 二
等票651元、 一等票1040元、 特等票
1237元； 二是经郑州东和郑州 ， 二
等票658元、 一等票1052元、 特等票
1252元。

京广高铁运行时刻
及票价表出台

●长沙南始发到北京西G84次全程5小时40分
●最便宜二等票651元

徐守盛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

讨论修改《政府工作报告》
进一步加强最低生活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