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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
甜）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徐守盛主持
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讨论 《关于对我
省武陵山片区农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
发展提供重点支持的若干意见》， 研
究帮助片区破解发展瓶颈， 让发展成
果更大程度、 更广范围惠及片区群
众。

省领导孙金龙、 黄建国、 李微
微、 郭开朗、 许又声、 孙建国、 易炼
红、 张文雄、 于来山、 李友志参加会
议。

会议指出， 武陵山片区集革命老

区、 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 将
武陵山片区确定为国家第一个率先启
动的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区， 是
党中央、 国务院作出的一项重大部
署， 也是我省协调区域发展面临的一
大政策机遇。 扶贫首先要扶智， 扶人
才， 要变“输血” 为“造血”。 高度
重视、 优先发展我省武陵山片区农村
教育卫生人才事业， 切实解决当前片
区农村学校、 乡镇卫生院存在的人才
留不住、 引不进等突出问题， 确保片
区群众学有所教、 病有所医， 既是片
区广大群众的热切期盼， 也是片区加

快脱贫致富、 提高发展能力的根本保
证。 我们必须从全省发展大局出发，
把片区作为特殊地区， 实行特殊支
持， 采取特殊政策， 积极推动片区农
村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发展， 帮助片区
破解发展“瓶颈”、 增强发展后劲、
构建后发优势， 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大
程度和更广范围惠及片区群众， 提高
生活质量。

会议要求， 切实抓好 《若干意
见》 的贯彻实施。 要加强对 《若干意
见》 的宣传解读。 采取多种形式， 加
强对 《若干意见》 实施情况和效果的

宣传， 让全社会特别是片区干部群众
和各类专业人才了解相关政策措施，
为 《若干意见》 的顺利实施营造良好
环境。 要加强组织领导。 加强对农村
基层教育卫生人才工作的宏观指导、
统筹协调、 评估考核和督促检查， 及
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按照责任分工研究制定可供操作的具
体实施方案， 确保 《若干意见》 的各
项政策落到实处。 要统筹安排好政策
扶持资金。 认真做好所需扶持资金的
统计和测算， 切实运作好、 使用好相
关资金， 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张斌）今天上午，“中国梦·湘
商情·光彩行” 启动仪式在长沙举
行。这是我省光彩事业的一次全新
起航。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出席启
动仪式，省委书记徐守盛出席并致
辞，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出席。

省领导和老同志李微微、易炼
红、蔡力峰、何报翔、赖明勇、龙国
键出席启动仪式。

从1994年光彩事业实施以
来，湖南广大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
士捐款捐物达22亿元； 实施项目
32000个， 投入资金1100亿元，覆
盖全省1500个乡镇； 捐建83所光
彩学校、22所敬老院、71所卫生
所；同时，众多非公有制企业提供
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徐守盛在致辞中说，光彩事业
的核心理念和温暖足音、光彩精神

和湘商精神的丰富内涵、湖南民营
企业家“铁肩担道义”的集体群像
让我们深受感染、深为感动。 民营
经济是民本经济、富民经济，是实
现中国梦的重要推动力量。湖南将
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始
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定不移
地推动非公有制经济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 充分调动全社会的创新、
创造和创业活力；将为非公有制经
济健康发展培育更加丰沃的成长
土壤，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
涌流，让一切创新创业的激情充分
迸发。

徐守盛希望广大非公有制企
业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始终坚持
实业报国、实干兴湘，以加快湖南
发展为己任， 面向经济建设主战
场，扎根三湘热土干事创业，不断
提高自身发展水平，推动全省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下转4版①）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省委书记徐守盛今天上午
在长沙会见了来湘调研的国家发
改委副主任、 国家能源局局长吴
新雄一行。

徐守盛感谢国家发改委、 国
家能源局长期以来对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力支持。 他说， 湖南
当前正处于加快发展阶段， 能源
需求高速增长， 湖南将积极推进
转方式、 调结构， 优化产业布局，
大力推动节能降耗， 发挥长株潭
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优势， 积极探
索能源开发利用新模式， 为维护
国家能源安全作出贡献。 希望国

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一如既往
大力支持湖南能源建设， 在能源
重大项目布局、 电厂建设、 特高
压输电通道建设等方面给予支
持。

吴新雄表示， 湖南经济发展
态势好， 希望通过这次调研为国
家能源发展提供更多决策依据。
国家发改委、 国家能源局将进一
步转变职能， 提高效率， 主动服
务， 为湖南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
供能源保障。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
雄，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易炼
红参加会见。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今天上午，省委书记徐守盛
在长沙会见了美国霍尼韦尔航空
航天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天
明一行。

去年8月， 霍尼韦尔与我省博
云新材合资组建公司， 成为C919
大型客机机轮与刹车系统的唯一
供应商。

徐守盛对合资项目顺利推进
表示祝贺，希望通过双方务实有效
的合作， 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和进
度。 他说，湖南与美国交往历史悠
久，近年来，双方在经济、贸易、文

化、 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不断加强。
湖南正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市场需求巨大，是一片创
业成事的热土，希望与霍尼韦尔在
航空航天、自动化控制、新材料等
领域深化合作，也欢迎更多美国企
业来湖南投资兴业。

马天明表示，有信心把项目建
成世界级碳盘刹车片制造基地，期
待与湖南更深入合作，并乐意介绍
更多美国企业来湘投资。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易炼
红，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科
协副主席黄伯云会见时在座。

禹振华

暴雨袭湘。
省防指有效调度，各级政府迅

速行动，公安、交通、市政、消防、电
力等相关部门全天值守，民众也互
伸援助之手。应对措施的及时和得
力，使大暴雨未造成严重的次生灾
害，有目共睹，功不可没。

不过，各地城区还是多处出现
了严重内涝，益阳市赫山区甚至还
发生一起山体滑坡。

客观原因当然能找到很多，譬
如大暴雨集中、 排水管道老化、建

筑垃圾添堵等等。可薄弱环节的存
在， 不会因为有客观原因而消除，
在各种偶然和必然因素的诱发下
就会暴露出来，就可能危及人民群
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对这些薄弱环节， 暴雨时可以
临时应急处理，更重要的是防患于未
然。 此番暴雨，有些地方不仅老城区
出现严重内涝，新城区也是如此，说
明“重抢轻防”的思想还大有存在。

把重点放在平时防范上，把工
作做在来灾前，即便暴雨山洪突如
其来，也能从容应对，最大程度减
少损失。

本报5月8日讯（记者 张斌）5
月6日至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成思危来湘考察。

省领导徐守盛、杜家毫、陈求
发、孙金龙、李微微、易炼红到住地
看望了成思危一行。

8日下午，成思危来到湘潭市，
为该市干部作了一场主题为“智慧
城市建设助推城镇化” 的主题报
告，并与大家进行了现场交流。 成
思危在报告中说，城镇化就是一个
地方人口逐渐增加、形成不同城镇
的一个过程。中国要解决城镇化的
问题， 必须探索我们自己的道路，
把智慧城市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结
合起来。

成思危说，广义智慧城市的概
念，即智慧城市是用人的智慧和先

进的科学技术发展并管理好的城
市，它具有四个要素，就是要以人
为基础，以土地为载体，以信息技
术为先导，以资本为后盾。 建设智
慧城市， 要着力从推进依法行政、
政务公开，提高政府效率，建设和
谐社区，立足精明增长，发展绿色
经济，完善社区医疗，发展智能交
通等方面入手，推进城市的发展与
管理，真正实现建设广义智慧城市
的目的。

期间，成思危还在长沙出席了
“中国梦·湘商情·光彩行———湖南
光彩事业全新起航仪式”， 在宁乡
花明楼向刘少奇同志铜像敬献了
花篮，并赴怀化参观考察了芷江抗
日受降纪念坊、飞虎队纪念馆和洪
江古商城。 （下转4版②）

江河水位迅速上涨
省防指实时调度

大型水库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谢胜虎） 连日来的强降雨， 导
致江河水位迅速上涨。 省防指加强对
五强溪、 柘溪、 凤滩、 双牌等大型水
库的实时调度， 提前预泄， 增强水库
调蓄能力， 有效减轻下游防洪压力。

在省防指调度下， 五强溪水库6
日20时下泄流量由4500立方米每秒
加大至6100立方米每秒， 水库水位从
103.46米消落至今天8时的101.73米，
腾出库容近3亿立方米。 双牌水库今
天3时开闸泄洪， 为迎接后期暴雨洪
水预留防洪库容。 各地也加强了各类
水库 （水电站） 的实时调度， 确保大
坝和上下游、 左右岸的防洪安全。

6日8时至8日8时， 我省发生了一
次较大降雨过程。 据统计， 全省累计
平均降雨31毫米， 降雨主要集中在湘
中以北地区及湘水上游地区， 暴雨中
心为长沙、 益阳等地。 长沙市开福区
罗汉庄站48小时累计雨量最大， 达
153毫米。

受降雨影响， 四水及湖区各站水
位均有上涨， 其中湘江干支流水位涨
幅较大。 据水文部门预测， 湘江老埠
头站9日2时水位将达102.4～102.8
米， 超警戒水位0.4～0.8米。

本报记者 周小雷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5月的湘潭湘江风光带，绿荫葱
茏， 夏花烂漫。 15米宽的人行观光
带，45米宽的绿化景观带，市民行走
其间，如在画中游。临江一方数百平
方米的绿地上， 市民们借着和顺的
江风，放飞形态各异的风筝，引得携
手漫步的游人驻足观看。

湘潭市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
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以群众幸福

感为追求目标。群众有了幸福感，文
明创建工作也就有了更加深入的认
同感。

解决交通拥堵成为
“一号工程”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我们不是
为了创建而创建，而是想通过创建，
让每一个湘潭人生活得更幸福!”日
前，面对记者的采访，湘潭市委书记
陈三新如是说。

行路难， 是湘潭市民反映最集
中的问题。近年来，湘潭市各种机动
车数量以每年约15%的速度急剧增
加，今年已发展到41万多辆。解决城
市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成为湘潭
冲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号工程”。

“你好，请走人行道。”5月6日下
午，湘潭市建设路口警务站旁，警务
站中队长罗文光正在劝说市民遵守
交通规则。 2012年初，湘潭市公安
局筹资1000万元在城区重点路段
建设20个警务站。 （下转4版③）

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

加快推进武陵山片区
农村教育卫生人才发展

5月8日， 湘雅二医院赴四川雅安抗震救灾医疗队圆满完成使命返回长沙， 在灾区坚守的9
天时间里， 医疗队员积极救治伤病员， 受到灾区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赞。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王建新 摄影报道

湘雅二医院
抗震救灾医疗队返长

以群众幸福感为追求目标
———湘潭市争创全国文明城市纪实

本报5月8日讯 （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邓利良 张建良 童纪源）今
天，宁乡县干部素质提升“四五”工
程暨清华·宁乡大讲堂正式启动，宁
乡计划5年投入5000万元，实施5项
计划，培训5万人次干部人才。

5项培训计划包括：“全球视野
拓展”计划，择优选派100名县级后
备干部和优秀企业家， 赴美国、 新

加坡、 香港等地学习先进管理理
念， 培养和拓展其世界眼光、 全球
意识和国际视野； “决策能力提升
计划”， 主要针对正科级领导干部
和优秀职业经理人， 开创与全国一
流高校进行深度合作咨询式培训县
域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先河， 咨询
式培训干部人才30000人次；“实践
能力增强计划”，主要针对副科级领

导干部和优秀年轻干部， 采取上派
跟班、外派挂职、下派实践锻炼等方
式， 体验式培训干部人才2000人
次；“业务技能提高计划”，主要针对
机关事业单位中层骨干和各类专业
技术人才， 订单式培训干部人才
10000人次；“知识机构更新计划”，
针对普通干部人才， 在线式培训干
部人才10000人次。

“智慧城市建设助推城镇化”
成思危来湘考察

5年投入5000万元
宁乡大手笔培训干部

55家企业承诺5年内捐赠12亿元

“中国梦·湘商情·光彩行”
在长启动

成思危徐守盛陈求发等出席

徐守盛会见吴新雄

徐守盛会见霍尼韦尔
航空航天集团总裁

防患更在未然时

为您导读

三湘��快语

出版

２０13年5月 9
星期四

癸巳年三月三十

新闻热线：96258
华声在线（湖南在线）：www.voc.com.cn

今日 12 版 第 22974 号

四月十二 小满

暴雨中
的考验

普京新政
这一年

金价“跳水”
众人“抢金”
一季度我国消费
黄金320余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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