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增千个以上行政村
中小学通宽带
3年内完成省市县

3级教育城域网建设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邹靖方 ）今天，

省教育厅与湖南电信在长沙签订“共同推
进教育信息化战略合作协议”。 这是我省落
实教育信息化机制创新思路，探索“政企联
动、合作共赢”机制创新的有益尝试，也是
打造数字湖南、教育强省的重要举措。

根据协议，今后3年省教育厅将与湖南
电信在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教育管
理信息化和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与应用、教
育信息化试点与推广、 教师队伍信息化培
训和联合开展公益活动、 共同承担社会责
任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

湖南电信将重点支持省教育厅开展
“三通两平台”的建设。 计划于2015年前基
本完成省市县3级教育城域网建设、各级各
类学校光纤接入和有需求学校的无线网络
覆盖， 承诺每年新增1000个以上行政村的
中小学校宽带开通，逐步实现“宽带网络校
校通、优质资源班班通、网络学习空间人人
通”，并对这些学校的日常网络使用费用给
予特殊优惠政策； 通过移动互联网、 云计
算、物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全面支持我省
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教育管理公共服
务平台的建设。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陆建威） 今天， 湘潭经济
技术开发区举行一揽子项目的投
产、 开工、 签约仪式。 参加仪式
的嘉宾在为该区又一次集聚近
100亿元资产高兴的同时， 更为
他们“几大喜事一次办” 的简约
之举而赞叹。

专程前往出席仪式的湘潭市
委书记陈三新、 湘潭市市长胡伟
林连声说：“这种做法好，既缩减了
不少会务费， 更节约了宝贵的时

间。”
该区这次投产、 开工、 签约

的项目， 包括总投资35亿元的
“泰富重工”、 总投资30亿元的
“智能配用电产业园”、 总投资15
亿元的“高端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等， 共有9个工业、 第三产业、 民
生和社会管理等项目。 这些项目
都是填补该区， 乃至全省空白的
项目， 为它们单独举行庆典仪式
也不过分。 今日宣布投产的“泰
富重工”， 其12万平方米的露天总

装调试场， 开创了重型机械在运
输前实施部装及总装的国内先河，
全部达产后年产值将超过100亿
元。

“9大喜事一次办”， 该区党工
委书记喻湘自有理由 。 他说：
“苦战高温七八九” 活动刚拉开帷
幕， 要让园区干部群众有更多的
时间投入到“建设美丽新九华”
中去。 同时还能节约一大笔经费，
作为国家级经开区， 应当自觉践
行厉行节约的要求。

本报7月15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吕珈） 记者今天从省防指
获悉，今年以来，我省降雨偏少，但
蓄水偏多，为当前“双抢”用水高峰
提供了水资源保障。 气象部门分
析， 后期可能持续晴热少雨天气，
全省大部分地区将有阶段性干旱
发生。

今年以来， 全省累计平均降雨
752毫米， 较历年同期882毫米偏少
14.1%。从时间分布看，除3月降雨偏
多外，其他月份降雨均明显偏少。从
空间分布看，除湘潭、株洲、长沙等3
市接近历年同期均值外， 其他地区
均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少， 其中邵阳

市偏少约五成，衡阳、岳阳、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益阳、娄底、郴州
等6市偏少约两成，常德、张家界、永
州、怀化等4市偏少一成。

今年以来，长江三口入洞庭湖
水量及湘、资、沅、澧四水来水总量
为1195亿立方米，其中入汛后来水
总量923亿立方米， 分别比历年同
期偏少9.9%、14.9%。

水利工程蓄水总量较历年同
期偏多。目前，全省198万处蓄水工
程已蓄水量136.63亿立方米，占可
蓄水量的68.23%，比历年同期133
亿立方米偏多3%。 全省蓄水量较
多的为郴州、娄底、怀化、株洲等4

市，分别占可蓄水量的86%、80%、
77%、77%； 蓄水量较少的为邵阳、
自治州、衡阳、常德等4市（州），分
别占可蓄水量的53%、57%、60%、
62%。

省防指分析，当前我省正值主
汛期、台风活跃期、洪涝灾害多发
期，同时前期降雨偏少，湘中湘南
局部已发生干旱灾害。 副省长、省
防指指挥长张硕辅要求，立足防大
汛、抗大旱、抗长旱，坚持防汛抗旱
两手抓，实施分类指导，强化责任，
落实措施，科学调度，确保实现省
委、省政府确立的防汛抗旱工作目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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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刘也 通讯员 罗勇 ）近
日，记者走进常德经开区，看到的
是热火朝天的生产、建设场景：投
资12亿元的“恒安纸业”5期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投资5亿元的
“金帛化纤” 锦纶切片生产线，进
入最后设备调试……区管委会
主任向绪彦介绍，今年上半年，该
区引进大项目28个、 开工11个，
到位资金68亿元。 该区朝“千亿
园区”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2010年， 常德经开区晋升
为国家级经开区， 迎来发展新
机遇。 将其建成“两型园区、千
亿园区”，成为常德市经济发展
战略重要一环。 为此，该区着力
引大做实，紧紧围绕装备制造、
电子和新材料、林纸、食品、纺
织、医药6大主导产业，加大对
口招商力度。 三一重工、金天钛
业、航天钢构、金富力锂电池等
一大批带动性强、 潜力巨大的

大项目先后落户该区。
常德市委今年提出并正式推

行“1115”工程，即5年内打造3个
千亿工程，5年内培育年主营业务
收入过50亿的企业15家以上，其
中5家过百亿元。 经开区不仅是
“千亿工程”之一，而且园区内有8
家企业进入了年主营业务收入过
50亿的重点扶持对象。 借助这一
工程的劲风， 常德经开区真正做
到“择优扶强”，严格审查投资者
投资能力，坚决拒绝规模小、效益
低、耗能高、污染重的项目，并鼓
励企业增加土地投资强度， 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

目前， 落户常德经开区的各
类工业企业已有420多家， 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0多家。 今
年上半年， 实现规模工业产值
108亿元， 同比增长17.1%。 力
争到“十二五” 末， 工业年总产
值突破500亿元， 2020年达到
1000亿元。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黄传华 寻红日）近日，大汉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收到一份
《长沙市芙蓉区县级领导联系重点企
业服务卡》。目前，该区81家重点企业
均有县级领导联系。这是该区帮助企
业发展、助推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小
细节。

近年来，按照“聚焦高端、提质增
效，产城一体、双核驱动”的产业战
略， 通过“腾笼换鸟”、“空间换地”、
“电商换市”等转型策略，芙蓉区经济
加快转型领跑全省城区。 目前，全区
现代服务业占经济比重的80%以上，
对财税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是全
市平均水平的2倍； 每平方公里财税
收入达到1.8亿元， 是全市平均水平
的10倍；70%的在湘全国性金融机构
省级分部落户于此，楼宇经济、总部
经济集聚度较高。 去年，
辖区内友谊商店单店销
售额突破20亿元，豪廷大
厦产生税收10亿元，双双

刷新湖南纪录。今年前5个月，全区新
增楼宇入驻企业190家， 一批注册资
本过亿元的优质企业相继落户。一批
创新转型项目在浏阳河两岸布局，未
来将形成一个集休闲、娱乐、文化为
一体的产业纵轴。

自5月份以来， 芙蓉区铆足了劲
加快转型发展，全面改造提质、促进
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商务经济、文化
创意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CBD核心
区项目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国金中心
项目即将启动主体建设，擎天广场等
棚改项目征收工作抓紧扫尾。 6月6
日，世茂广场奠基开工，以347米高度
打造长沙中心商务新地标；7月，滨河
大道、浏阳河风光带、隆平水稻博物
馆、隆平国际会展中心和国际种业交
易中心等将同时开工，新一轮项目建
设热潮正在芙蓉区掀起。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罗丹） 三伏天的热正演绎
到高峰。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湖
南晴热依旧。 大热天什么地方会
凉快些？ 哪些地方好避暑？ 气候
专家称， 山区、 乡村、 湖区等都
是可选之地。

台风“苏力” 并未给我省带
来太大影响， 高温天气仍在大范
围持续。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
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天
气为主， 其中， 16日至17日， 湘
西、 湘南处在副高边缘， 局部有
分散性阵雨； 18日至21日， 省内
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其中湘中、 湘南局部可达39摄氏
度。

到底什么地方会凉快？ 省气

候中心专家从气候学的角度， 带
我们到三湘大地就近“避暑”。 总
的来说， 湖南地理范围不大， 夏
季南北纬度差异造成的气温变化
不大， 所在地的海拔高度及地形
地貌才是温度差异的重要因素，
湖南山、 丘、 河、 湖俱全， 气温
的局部地区性较强。 另外湖南城
市化进程加快， 城市热岛效应也
越来越显著。 一般说来， 城区较
郊区气温高、 郊区较乡村气温高。
想就近寻找“避暑地”， 除海拔较
高的山区外， 乡村、 湖区等都是
可选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 高温
区受天气状态的影响很大， 如湘
南高温季节若有台风影响， 在影
响期就可能成为湖南的凉爽之地，
所以关注天气预报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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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芙蓉区
加快转型发展

常德经开区
迈向千亿园区

本报 7月 15日讯 （记者 田
甜） 今天下午， 省委书记、 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省委副书
记、 省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了国
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凌成兴一行。

徐守盛感谢国家烟草专卖局
一直以来给予湖南的大力支持。他
说，烟草产业是湖南的重要支柱产
业，近年来在卷烟生产计划、卷烟
品牌培育、现代烟草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和卷烟工业技术改造升级等
方面得到了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全
力支持，使得湖南烟草产业不断发

展壮大。希望国家烟草专卖局一如
既往给予湖南支持，湖南将积极做
好配套服务，优化发展环境，促进
“两烟”加快发展。

凌成兴说， 湖南是烟草大省，
近年来卷烟工业、 烟叶生产等都
得到了快速发展。 国家烟草专卖
局将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帮助
提升品牌影响力， 促进湖南卷烟
上水平。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 副
省长韩永文， 国家烟草专卖局副
局长李克明参加会见。

徐守盛杜家毫会见凌成兴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即将
于今年8月31日至9月12日在辽宁
省举行。 今天上午， 我省参加第
十二届全运会体育代表团在长沙
誓师成立。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
家毫出席誓师大会， 并向代表团
授团旗。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
宣读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 副省
长、 代表团团长李友志讲话， 省
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 省政府
秘书长戴道晋主持誓师大会。

截至目前， 除高尔夫球项目
外， 我省体育健儿在已经结束的
全运会预赛中， 共夺得12项冠军、
8项亚军和15项季军， 244名运动
员获得了15个大项、 20个分项、
136个小项的决赛资格， 创造了
最近5届全运会预赛最好成绩。 本
届全运会， 湖南代表团将总体目

标定在“力争再进十强”。 会上，
运动员代表周玉、 教练员代表杨
霞分别发言， 代表团全体成员庄
严宣誓。

李友志希望代表团全体成员
坚定信心， 发扬体育湘军敢打敢
拼的优良传统， 以必胜的信心和
顽强的意志将最好的竞技水平发
挥出来； 精心做好思想、 体能和
战术准备， 周密做好参赛组织指
挥工作； 放下包袱， 轻装上阵，
看淡比赛结果， 重视比赛过程，
享受比赛乐趣； 自觉维护体育湘
军荣誉， 严格遵守比赛规则和纪
律， 文明参赛、 公平参赛、 干净
参赛， 充分展示湖南体育的良好
形象。 各级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
界要发挥各自优势， 主动关心，
全力支持， 做好后勤服务保障，
为我省代表团取得优异成绩创造
良好条件。

244名健儿挺进决赛，力争再进十强

十二运会湖南代表团
誓师成立

杜家毫向代表团授团旗

大部分地区或有阶段性干旱发生
省防指要求立足防大汛、 抗大旱、 抗长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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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上半年增10%

长沙个人合作建房瞄准3宗地

平稳增长为转型留空间

7 月 15 日 ，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院士来到
溆浦县横板桥乡
兴隆村， 察看超
级稻第四期亩产
1000公斤高产攻
关示范片。 该村
从2008年起承担
着超级稻攻关任
务。去年，该攻关
片 亩 产 突 破 了
917.72公斤。

谢华 雷文录
摄影报道

本报7月15日讯 （记者 冒蕞
刘勇） 今天，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
出席省国资委深入开展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 要
求将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同推
进当前各项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 做到两手抓、 两不误、 两促
进。

根据 《省委常委会教育实践
活动实施方案》 安排， 由陈求发
联系省国资委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

陈求发指出， 深入开展教育
实践活动， 是当前的一项十分重
要的政治任务， 是省国资委更好
地科学履职， 有效地推动国资监
管、 国企改革发展的重大政治机
遇。 一要以更优良的作风抓好教
育实践活动，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上来， 始
终突出“照镜子、 正衣冠、 洗洗
澡、 治治病” 的总要求， 确保活

动沿着正确轨道健康有序推进。
二要以更优良的作风建好党委领
导班子， 以活动为契机进一步把
党委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善于领导
科学发展、 坚持为民务实清廉、
更加团结创新奋发有为的领导集
体。 三要以更优良的作风带好党
员干部队伍， 针对新形势、 新发
展、 新变化的要求， 不断增强能
力素质， 更加奋发图强， 在活动
中建设好一支专业、 务实、 廉洁、
高效、 和谐的党员干部队伍， 为
推动国资监管、 国企改革发展提
供坚强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四
要以更优良的作风搞好国资监管
工作。 要在认真查找和整改“四
风” 问题的同时， 紧密结合实际，
认真查找和解决国资监管和国企
改革发展中的突出问题， 推动省
属企业保增长、 提质效等各项任
务的落实， 以国资监管和国企改
革发展的新成绩检验活动成效。

陈求发就省国资委开展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提出要求

两手抓 两不误 两促进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