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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颜常青） 4月9日， 中国南车
（马来西亚） 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
（简称南车马来西亚公司） 制造基地，
在马来西亚霹雳州巴都牙也市破土兴
建。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启动挖机为
项目奠基。

中国南车旗下南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 （简称南车株机） 将向该基
地输出高端轨道交通装备研制技术，
并在当地培育轨道交通装备相关配套
产业。 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东盟地区
建立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基地。

作为我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的领
军企业， 南车株机依托世界高端城轨
车辆自主研制平台， 掌握了世界最大
功率交流传动电力机车技术， 不断将
轨道交通装备产品、 服务、 技术等向
海外输出。 自2009年进入东盟市场以
来， 南车株机先后获得了新加坡双能
源地铁工程车、 近40亿元人民币的马
来西亚城际动车组订单、 2.7亿元人民
币的马来西亚城际动车组维保合同；
2012年， 南车株机再次中标马来西亚
轻轨安邦线120节轻轨列车订单， 成
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 战略、 加

深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的典范。
根据去年9月份中国南车与马来

西亚交通部签署的战略投资备忘录，
南车株机联合中国南车香港公司， 在
马来西亚成立南车马来西亚公司。 南
车马来西亚公司定位为制造+服务+投
资， 将以轨道交通机车车辆制造为
主， 兼顾大修和维护保养服务以及进
出口贸易， 设计产能为每年制造100
辆动车组、 地铁、 轻轨车辆
及机车， 以及150辆轨道车
辆的维修。 南车马来西亚公
司不仅能满足安邦线轻轨列

车等项目在马来西亚本土化生产的需
要， 而且可有效辐射东盟地区的轨道
交通装备市场。

据了解，该项目将分两期建设。 一
期工程为维修兼车辆总组装， 包括新
建联合体厂房、转向架修理厂房、试运
线、污水处理站等，预计到2014年6月
建成投产； 二期工程将根据市场情况
新建车体总焊车间、涂装车间等。

本报4月10日讯 （通讯员 彭宁希 刘
亚鹏 记者 李伟锋） 我省新材料制造
再传捷报。 由株洲南车时代新材研制
的世界最大橡胶隔震支座今天下线，
即将安装到当前国内最大跨海大
桥———港珠澳跨海大桥上，可有效防范
台风、海啸、地震等外力对桥梁的破坏。

隔震支座是指在建筑物基础和地
基之间安装的可动式隔震装置， 当类
似地震、台风等强大外力来袭，该装置
就像打太极拳一样， 能将震动能量有

效缓冲、扩散，降低外力对建筑物的破
坏程度。

南车时代新材依托其在橡胶材料
领域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应用经验，采

用独特的橡胶配方工艺和检测技术，
针对港珠澳大桥跨度大、 地势复杂的
特殊工况，研制出长1.77米、宽1.77米，
目前世界最大尺寸的高阻尼橡胶隔震

支座。该支座承载力约3000吨，即使港
珠澳大桥遭受16级台风、8级地震或者
30万吨巨轮撞击等外力破坏， 仍安全
稳定，可谓跨海大桥的“定海神针”。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单
（2013年4月1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决定任命：
杜家毫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徐守盛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决定

（2013年4月10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

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接受
徐守盛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 报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备案。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苏莉 通讯员 蒋素珍） 今天下
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1次
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
决定任命杜家毫为湖南省人民政
府副省长。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
主持会议， 副主任于来山、 谢勇、
徐明华、 蒋作斌、 陈君文和秘书
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省人民政府
副省长陈肇雄， 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游劝荣列席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 《湖南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
徐守盛辞去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职务的决定》 和 《湖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名
单》， 会议同意接受徐守盛辞去湖
南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并决定
任命杜家毫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副
省长。

会议还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
副主任徐明华所作的关于提名杜
家毫副省长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代
理省长的议案的说明。

禹振华

“领导讲话后不鼓掌，涉及领
导时不用‘尊敬的’、‘重要指示’等
修饰词。 ”省委书记徐守盛对改会
风、文风提出了新要求。

领导讲话必鼓掌，领导讲话必
重要，人们已司空见惯———似乎不
如此不足以显示领导的水平，不如
此不足以表达对领导的尊敬。

无论是热烈掌声，还是“重要
指示”的评语，一般来自下级；接在
“重要指示”后面，一般还有“强烈
反响”。很多时候，领导的讲话肯定
很重要， 也必然会赢得由衷掌声。
但有些时候， 掌声里包含吹捧，尊

敬里也有盲从，“强烈反响”更是在
玩形式主义。 这不止是庸俗，还有
“媚权”的嫌疑。

带有“媚权”味道的掌声和尊
敬，把对法律和制度的敬畏，变成
了对权力的畏惧。如果领导照单全
收，久而久之，不正的会风、作风和
文风便越来越有市场，甚至滋生出
更多的不正之风。 君不见，古往今
来，“和珅”们得了多少好处？ 又误
了多少江山？

讲话重不重要， 关键看内容；
要不要鼓掌，重点在由衷。 就应从
“不鼓掌”开始，扎实改会风、改作
风、改文风，实干兴湘！

为“不鼓掌”鼓个掌！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陈浩） 据国家统计局湖南总
队今天发布的数据，3月份，我省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4％， 比全国平
均水平低0.7%，其中衣着类价格上涨
0.5%、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价格
上涨0.4%、居住类价格上涨0.4%、娱
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价格上涨
0.3%、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价格上涨
0.2%；交通和通信类价格下降0.1%、
食品类价格下降1.2%；烟酒类价格与
上月持平。

3月份， 我省鲜菜价格与上月相
比下降7.2%。引起蔬菜价格下降的主
要原因是，进入3月天气晴好,气温明
显回升，有利于蔬菜生长，本地蔬菜
大量集中上市，鲜菜价格持续回落。

3月份， 我省肉禽及制品价格与
上月相比下降3.1%， 如长沙五花肉、
无骨鲜猪肉分别为每公斤24.37元、

25.32元， 与上月比分别下跌8.5%、
5.1%；新鲜黄牛肉为每公斤74.39元，
与上月比下跌0.1%，主要原因是春节
过后市场需求与节前相比明显减少，
居民家中仍有一定存量，导致购买需
求下降；另一方面，受生猪生产周期
影响，生猪生产供大于求，生猪价格
走低。

3月份， 我省水产品价格与上月
相比下降2.9%，如长沙鲜活胖头鱼每
公斤15.7元， 与上月比下降5.1%；活
鲫鱼每公斤15.64元， 与上月比下跌
6.3%，活草鱼每公斤14.53元，与上月
比下降6.0%。

3月份， 我省鲜瓜果价格与上月
相比上涨5.2%， 如长沙西瓜、 香蕉、
椪柑、 柚子每公斤分别为6.87元、
6.03元、 5.22元和5.45元、 分别较上
月上涨 32.1% 、 12.0% 、 10.6%和
8.9%。 （下转4版①）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黄德开） 省茶业协会今天召开
新闻发布会宣布，2013中华茶祖节
拟于本月20日在长沙举行，组委会届
时将推出12项“茶事”，助力实现全省
千亿茶产业梦想。

此次中华茶祖节以“弘扬茶祖文
化、促进茶叶消费、建设茶叶强省、实
现千亿产业梦想”为主题，由省委农
村工作部、省农业厅、省供销社、湖南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省茶业协会、省
茶叶学会、茶祖神农基金会承办。 计
划举办的12项“茶事”主要包括2013

中华茶祖节庆典、茶祖故里株洲品茗
思祖感恩茶会、南岳祭茶大典、白沙
溪茶厂全国经销商诚信经营誓师会、
“君山银针” 北京品评推介拍卖会、
“湖南魅力茶仙子”选拔大赛等。

2009年4月10日， 省政府和中
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中国茶叶流
通协会、 国际茶业科学文化研究会
等6个单位在炎陵联合主办“祭炎帝
神农茶祖大典”， 正式确立每年谷雨
节为中华茶祖节。 自此， 中华茶祖
节成为茶界一年一度的盛事， 受到
各方关注。

南车马来西亚制造基地奠基

株机轨道交通装备技术落地东盟

株洲造出世界最大尺寸防震装置
应用于港珠澳大桥，可承受16级台风、8级地震

4月10日， 随着混凝土外墙挂板吊装完毕， 位于长沙市新河三角洲的
“两馆一厅” 的外墙挂板和幕墙安装施工基本完成， 进入室内装修和机电
设备安装阶段， 预计明年建成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上涨1.4%
� �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7%，鲜菜、肉禽制品、
水产品价格下跌，水果及学前教育收费价格上涨

中华茶祖节20日举行
12项“茶事”助力千亿茶产业梦

本报4月10日讯 （记者 贺佳）
今天， 省委副书记、 省政府党组
书记杜家毫到娄底调研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 他强调， 娄底是我省
重要的冶金、 能源工业基地， 面
临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推动转
型发展的紧迫任务， 要把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作为加快发展的当务
之急、 必由之路，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

在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项目建
设工地， 杜家毫问得最多、 最细
的， 是当前国内外汽车用钢生产
企业布局、 用钢产能、 用钢需求
等情况。 他说， 当前国内钢铁行
业产能过剩、 市场低迷， 要加快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走高端化、
差异化发展道路； 面对激烈的市
场竞争， 要居安思危， 抢抓机遇，
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加快汽车
板项目建设， 力争早日投产、 占
领市场， 这样企业才能在产品结
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中实现新
的飞跃。

在娄底 （三一） 中兴液压件
有限公司， 当看到新建的5号车间
全自动化生产设备都贴着外国商
标时， 杜家毫深有感触地说， 从
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发展先进装
备制造业的潜力还很大， 要加大
对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力度， 打破
国外垄断， 不断提高制造水平，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他勉励职工
为企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努
力实现自我价值。

以农机机电为主的机械装备
制造业是双峰县的特色优势产业。
在考察农友机械后， 杜家毫希望
企业加大研发力度， 多研制适合
南方山地、 丘陵地形和一家一户
生产特点的农业机械， 增强农机
的耐用性， 提高市场占有率。

杜家毫还考察了正在建设的
娄底经开区中小企业创业（创新）
孵化园和双峰县不锈钢产业园。他
叮嘱当地负责同志：要积极搭建政
策、融资、用工、标准厂房等服务平
台，多为企业发展着想，吸引更多
战略投资者。 （下转4版②）

杜家毫在娄底调研时强调

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是当务之急必由之路

4月10日， 省委副书记、 省政府党组书记杜家毫在涟源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调研。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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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1次会议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会议同意接受徐守盛辞去湖南省
省长职务， 决定任命杜家毫为湖南省
副省长，提名杜家毫为湖南省代理省长

南洞庭湖上的大“创口”

人感染H7N9禽流感如何确诊

凤凰：新收费方式面面观
我科学家首次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未来电脑
或不需散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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