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9日，记者从我省“走出
去” 的领军企业湖南建工集团获悉，由
中国政府援建、湖南建工集团承建的蒙
古国国家技术监督总局中心实验室日
前正式投入使用，该集团项目负责人获
蒙古国政府授予的“对蒙古国经济建设
突出贡献”勋章，该集团获誉“中蒙友好
合作典范”。同时，该集团实施“走出去”
战略今年又实现了开门红，一季度在建
海外项目合同金额达37亿元。

作为我省建工领域的龙头企业，近
年来， 湖南建工集团大步迈出国门、争
锋世界，推行“走出去”战略，从东非、中
东走到澳洲、蒙古，逾3000名湖南建工
人在海外辛勤打拼，从借船出海做劳务
到合作参与经援项目建设，再到现在的
扎根海外、独立自主经营，先后在也门、
几内亚、卢旺达、佛得角、坦桑尼亚等
30多个国家、 地区完成了众多经援项
目和对外工程承包项目， 已成为我省
“走出去”的领军企业。 （下转4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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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杜家毫副省长为湖南省
人民政府代理省长的决定

（2013年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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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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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家毫副省长为湖
南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陈淦璋 胡
信松）我省重点工程建设喜传捷报。 记
者今天从省重点建设办公室获悉，一
季度全省重点工程共完成投资289.5
亿元， 同比增加64.1亿元；113个续建
项目完成投资220.8亿元， 同比多了
105亿元。 一季度完成投资额、续建项
目完成投资额，均创下近3年来新高。

连日来， 我省各重点工程建设工
地，机声轰鸣，车来车往，一片繁忙。 省
重点建设办公室负责人介绍， 社会发
展项目完成投资较好、较快，为一季度

“开门红”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年，保障
性住房、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社
会发展项目， 投资计划占全省重点建
设年度计划投资的19.7%，由于国家政
策支持，加上组织实施得力，一季度完
成投资额大幅增加， 占到一季度全省
重点工程完成投资额的1/3左右。

重点工程建设是我省转型跨越发
展的“火车头”，为全省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增添了新
的动力。 今年续建项目总个数为近年
来最多，达113个（全年重点建设项目

为176个），其中53个项目今年将投产。
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此高度重视，部署
召开重点建设领导小组会议、 全省重
点建设工作会议，协调要素保障，解决
项目建设困难。 在各方努力下，一批项
目为投产做着最后的冲刺。 其中，长沙
地铁2号线开始安装设备，计划10月试
运行；长沙南湖路隧道双线贯通在即；
长浏、 岳常等多条高速公路计划年内
通车；托口、安江、桃源水电站抢抓汛
期前的有利工期，加快推进；主电网、
湖南成品油管道建设等项目进展顺

利。
全省瞩目的多个重大项目， 更是

攻坚克难、加速推进。 沪昆高铁湖南段
重点控制工程———崔家冲隧道正式贯
通，为今年全线开始铺架、明年计划通
车打下重要基础； 华菱集团安塞乐米
塔尔项目已经启动钢结构安装；醴茶、
长韶娄高速公路、湘江长沙综合枢纽、
土谷塘航电枢纽等重大项目持续推
进；湖南日报传媒大厦已经开挖基坑，
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中心基本完成土
方工程。

杜家毫，男，汉族，1955年7月
出生， 浙江宁波人， 在上海出生，
1973年3月参加工作，1973年12月
入党，中央党校研究生文化，工商
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高级政工
师。

现任湖南省委副书记，省人民
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党组书记。

1973.03-1975.07� � 上海市跃
进农场工具厂工人、 副指导员、党
支部副书记

1975.07-1978.09� � 上海市跃
进农场党委委员、 综合计划组组
长、场党委副书记、场政治处副主
任

1978.09-1981.09� � 上海市农
场局团委副书记

1981.09-1984.06� � 上海市农
场 局 团 委 书 记 （其 间 ：
1982.09-1983.01上海市委党校第
九期轮训班学习）

1984.06-1985.06� � 上海市农
场局科技处负责人

1985.06-1990.04� �上海市农

场局工会副主席（其间：1987.02明
确 为 正 处 级 ， 主 持 工 作 ；
1983.09-1988.06华东师范大学中
文专业学习）

1990.04-1992.03� �上海市农
场局党政办公室主任

1992.03-1993.01� � 上海市松
江县委副书记

1993.01-1998.07� � 上海市松
江 县 委 书 记 （ 其 间 ：
1995.09-1996.07中央党校一年制
中 青 年 干 部 培 训 班 学 习 ；
1995.09-1998.07中央党校在职研
究生班世界经济专业学习）

1998.07-1999.10� � 上海市松
江区委书记

1999.10-2003.02� �上海市杨
浦区委书记

2003.02-2003.04� � 上 海 市
委副秘书长， 市政府副秘书长，市
政府党组成员

2003.04-2003.08� � 上 海 市
委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党组
成员、办公厅主任

2003.08-2004.04� �上海市委
副秘书长，市政府秘书长、党组成
员，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委会主
任

2004.04-2007.12� �上海市委
常委、 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其间：
2005.03-2007.05中欧国际工商学
院工商管理专业学习，获工商管理
硕士学位）

2007.12-2011.04� �黑龙江省
委常委、副省长

2011.04-2011.09� �黑龙江省
委副书记、副省长

2011.09-2012.05� �黑龙江省
委副书记

2012.05-2013.03� �黑龙江省
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

2013.03-2013.04� �湖南省委
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党组书记

2013.04-� �湖南省委副书记，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代理省长、党
组书记

第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苏莉 通讯员 路险峰 蒋素珍）
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1次会议在长沙闭幕。 会议决定杜
家毫副省长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代
理省长，决定2013年5月30日在长
沙召开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
大会第二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
主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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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规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肖迪明所作的关于《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老司城遗址
保护条例》审查结果的报告。

会议表决通过了《湖南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杜家毫
副省长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代理省
长的决定》和其他相关人事任免的
决定。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湖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
开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的决定》、《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关于批准《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老司城遗址保护条例》的决
定》、《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组成人员名单》和《湖南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守则》。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
为本次会议任命的同志颁发了任
命书。

于来山在闭幕式上指出， 要
牢记我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
必须始终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 （下转4版①）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召开湖南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13年4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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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
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于2013年5月30日在长沙召开。
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为： 补选湖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主任； 补选湖南省人民政府省长。

沈德良

桑植县张家湾村几十户人家
出进的路上， 竟然有一道由几架
梯子组成的“天梯”。 梯子几乎与
路面垂直，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
面就是六七十米深的悬崖!

这是张家湾村连接山外世界
的唯一通道，就连这里的狗都“练
就”出一番爬梯子的本领。

这里呈现的是绝对的 “原生
态”，但绝对不是可供人们驻足观
赏的风景。 它没有重庆 “爱情天
梯”的浪漫，承载的是山里人挥之
不去的酸楚。 如果不是经央视记
者的镜头展示，能有人想到，一道

天梯对于山里人会如此重要？
高速公路、地铁、城市轻轨等

交通设施， 正在成为大都市的选
择， 但张家湾人却还在为相对安
全的出进路期盼着。

或许， 在这里修条像样的路，
可以摆出无数困难的理由， 但可
以肯定， 如果真的将这百多位村
民的期盼装在心里， 相信或这或
那的理由， 就不应成为让天梯继
续存在的理由。

让天梯“退役”，修通通往山外
的路， 是张家湾全村人最大的盼
望。

只是希望， 这一天不会太遥
远。

本报4月11日讯 （记者 邹丽娜
段云行 通讯员 郭文智 邓静平 ）

“搭帮党的好政策， 搞旅游1个星期
就可以收入上千块。 ”4月11日，在娄
底市新化县紫鹊界梯田景区， 村民
老张一边在太阳下翻晒着腊肉、腊
鱼，一边笑得合不拢嘴。

据统计，近3年该县旅游收入每
年都以70%以上的增长幅度攀升，先
后荣获全国文化旅游百强县、 省旅
游强县等称号，2012年接待国内外
游客逾580万人次，全县旅游综合收
入达到38.9亿元。

2007年开始，新化县确立了“旅
游立县”战略，大力加强旅游项目和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国家森林公园
大熊山蚩尤文化园项目、 罗盛教故
居及纪念馆等一批大项目上马； 首
届大梅山文化旅游节暨紫鹊界世界
梯田研讨会等一批精彩纷呈的活动
启动。 2012年底， 随着娄新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 新化融入娄底的“一
小时经济圈”， 一举告别无高速公
路的历史。 （下转4版④）

本报4月11日讯（记者 冒蕞）
4月7日至11日， 省政协主席陈求
发先后在邵阳市、怀化市调研。 他
强调，进一步统一思想，不断优化
发展环境、强化项目支撑，为实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凝聚
力量。 省政协副主席、秘书长欧阳
斌参加调研。

陈求发先后走访了湘窖酒业、
三一湖汽邵阳产业园、 怀化洪源
农林开发有限公司、 骏泰浆纸有
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和邵怀两市部
分市政建设项目， 每到一处都深
入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建议。 调
研中， 他还与两市主要负责同志、
驻市省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进行
了座谈。

陈求发充分肯定两市近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的成绩。 他说，中共

十八大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邵
阳、 怀化要比照全面小康各项指
标，进一步解放思想，攻坚克难，加
快发展，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 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要认真
学习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
话精神，把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两个加快”、“两个率
先”战略目标上来，形成凝心聚力、
实干兴湘的良好氛围。

“企业是发展的主体，项目是
发展的支撑。”陈求发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切实改进作风，树立服务意
识， 帮助本地企业健康快速成长；
不断在优化发展环境上下工夫，吸
引更多环境友好、科技含量高的企
业投资兴业； （下转4版②）

重点工程建设首季开门红
●完成投资总额、续建项目完成投资额均创近3年来新高
●保障性住房建设、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等社会发展项目加速推进
●全年176个重点建设项目，计划投产53个，包括长沙地铁2号线、长沙南湖路隧道、岳常高速等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1次会议闭幕

决定杜家毫副省长为湖南省代理省长
决定2013年5月30日召开湖南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陈求发在邵阳怀化调研时强调

优化发展环境 强化项目支撑

这天梯，不是风景

4月11日，施工人员在临湘市詹桥镇的西冲隧道加紧施工。 该隧道是临岳高速公路项目的控制性工程，2012年3月动工修建，预计明年贯通。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杨科 摄

湖南建工集团走出国门争锋世界
海外工程遍布30多个国家、地区

获誉“中蒙友好合作典范”

新化旅游收入连续3年每年增7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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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