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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雅惠

推介资料上连俄文都没有

湖南的轻工产品、茶叶、机电产
品，在俄罗斯及东北亚国家有着广阔
的市场———正是这一判断与预期，今
年，自省贸促会启动“绥博会”参展组
织工作以来，全省10个市州的80多家
企业踊跃报名，远远超过湖南馆最高
容量。最后，省贸促会只得从中挑选
出43家重点企业参展。

开幕前两天， 应是交易最活跃。
但记者打听交易的情况，湖南参展企
业大多摇头不止：“心里真没底，不敢
去想订单”。“我一个订单都还没签
到，” 衡阳华能电器实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余圣明坦言，他有些着急。

记者看到， 参展商布展就很随
意， 仅仅用隔板将湖南展馆近600平
方米展区， 平均分割成众多方格。在
平均不到15平方米的“小格子”里静
待客人上门。除此外别无任何吸引客
商的举措。 主打茶产品的白沙溪、张
家界茅岩莓、金洲茶叶等，连茶艺也
没有展示。

不少俄罗斯人走过湖南展馆，展
商们递上宣传资料。俄罗斯人浏览一

眼即还给了展商。余圣明总经理抱怨
说：“一本宣传资料都没发出去，哪能
找到对口采购商啊！” 记者翻阅其公
司宣传资料， 发现只有中英文介绍，
全无俄文。再看其他湖南展商的宣传
资料，无一不是如此。

不知道客商需要什么商品

陈学峰是白沙溪茶此次参展的
负责人。问及参展的签单目标，他连
连摆手：“平时与俄罗斯这些东北亚
国家沟通渠道太有限，他们不太了解
黑茶， 这次来参展是为了推广黑茶，
不敢指望接到很多订单。” 白沙溪茶
业公司早在2011年就曾在省政府组
织下，前往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
等国进行产品推介，算是所有参展企
业中与俄罗斯及东北亚国家“打交
道”最有经验的。

“邵阳箱包”是本届博览会湖南
重点推介的商品，箱包商们却在打一
场无准备之战。此次箱包参展商的领
头人李晶告诉记者，他所在公司在泰
国、印尼、印度等国家都建立了销售
平台，有丰富的海外市场信息，但俄
罗斯及东北亚市场信息却非常缺乏，

“我们无从了解俄罗斯人需要什么样
的箱包，也不了解他们的文化，这次

来参展带的展品全靠‘蒙’。”正说着，
一位俄罗斯妇女走进展位，指着一个
大拖箱问价格。李晶赶忙摇头。原来
这个拖箱是公司用来运货的非卖品，
这次邵阳箱包商们带来参展的全是
书包和旅行背包。俄罗斯妇女遗憾地
笑了笑，看了拖箱一眼便走了。

不知道客商需要什么、 喜欢什
么， 湖南参展商只能守株待兔碰运
气。

“先要有交流，才能有合作”

湘商在此次博览会上也有例
外———丽莎袜业成了所有湖南企业
羡慕的对象。开馆当天不到1个小时，
就有俄罗斯采购商被其竹纤维袜吸
引， 达成50万元人民币订单的意向。
此后， 不时有中外客人来购买袜子。
记者询问一位正在购买袜子的俄罗
斯人为何喜欢这种袜子，“以前听说
过竹纤维袜子环保、质量好，走遍整
个展馆只在这里看到了， 一定
要多买几双。”

而茶商则有可能通过“迂
回道路”将产品外销出去。张家
界茅岩莓在展会上卖出的产品
全为内销， 其负责人有自己的
看法：“如果绥芬河当地人了解

我们的产品，就可能会成为我们的经
销商，在绥芬河这个边贸城市卖茅岩
莓，远比在湖南本土更有利于推销到
俄罗斯。” 白沙溪茶业公司也期望以
这样的方式，向俄罗斯和东北亚推广
黑茶，“只要能在绥芬河打响品牌，就
不愁俄罗斯人不买。”陈学峰笑言。

对于湘商在“绥博会” 上没能
“火” 起来， 副省长何报翔已有“预
见”，他在巡馆时说：“先要有交流，才
能有合作。”湖南作为内陆省份，与周
边国家外贸业绩虽在不断增长，但还
有更多工作要做，尤其是加强与东北
亚的联系和沟通，这次参加口岸贸易
博览会是良好的开端。

省贸促会会长李沛表示，从“无”
到“有”必然经历一个较痛苦的过程。
今后省贸促会将强化开拓俄罗斯和
东北亚境外市场的意识，“下一届绥
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我们要组
织更多的企业参加，进一步利用好这
个平台，进军东北亚市场！”

欧阳金雨

“湖南最美村官 ”是谁 ？近日 ，
2013首届CCTV“寻找最美村官”湖
南选区完美收官，来自衡山县的秦
玥飞，宁乡县的彭文华和会同县的
刘胜，成为三甲。（8月13日《三湘都
市报》）

“最美村官”美在哪里？仔细阅
读这三名村官的事迹就能发现，他
们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工
作的热爱让他们砥砺前行。

“热爱”，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
字眼 。正因为热爱 ，秦玥飞毕业于
名校耶鲁仍安心小山村，为乡村交
通、教育、农民养老奔走呼告；正因
为热爱， 彭文华放弃30万元年薪，
扎根落后的村庄 ， 为发展特色农
业 、乡村旅游业而殚精竭虑 ；正因
为热爱， 刘胜为村里拆迁问题，才
舍得日晒雨淋，98天走破3双鞋。

灵感源于兴趣 ， 动力来自热
爱。然而，生活中，却总有一些青年
在感慨， 不知道自己热爱什么、想
做什么、能做什么，甚至发出“人生
之路为什么越走越窄” 的叹息。与
当年的 “潘晓之问 ”不同 ，今天 ，青
年的无力感应该来自于其他的一
些因素。

首先， 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受
消费主义、 物质主义的巨大影响，
“成功”的定义往往为财富权力、名
车豪宅这样的世俗观念所绑架。于
是乎，有的年轻人开始为现实而非
热爱而活：学绘画、练钢琴，不是为
艺术 ，而是为考试加分 ；当学生干
部 、搞社会实践 ，不是为养成公益
精神，而是为获证书、增筹码；选择
一个专业 、步入一个行业 ，不是为
兴趣、喜好，而是单纯为“有钱又有
闲”。

当然，也需要在青年人自身上
找原因 。最近 ，某媒体发起网上调
查 ，56%的大学生认为就业难问题
出在自身。抛开造成就业难的众多
客观因素，这应是一种难得的主观
自省。 我们常常艳羡行业翘楚、商
界明星成功后的光鲜，但少有人看
到他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时的付
出与坚守。

“热爱”让这些年轻的“最美村
官 ”，选择了奉献 、付出 。现实生活
中， 年轻人也应该能像他们一样，
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找到可以持
久兴奋 、以苦为乐的事情 。而为了
它激情奋斗、顽强拼搏、甘于奉献，
就一定会留下充实 、持久 、无悔的
回忆。

以俄罗斯及东北亚国家为主要交易对象的首届中国·绥芬河国际口岸贸易博览会（简称
“绥博会”），8月8日在黑龙江省著名边贸城市绥芬河市开幕。本应是交易最为红火的头两天，湖
南展馆却少有客商光顾，连组团参展气势逼人的“邵阳箱包”情况也不如人意———

湘商“绥博会”为何遇冷
青春，带着热爱前行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贺佳 冒蕞）
今天下午，记者从省政府常务会上了
解到， 我省正积极加快风电发展步
伐，力争到2020年底建成投运700万
千瓦，在建100万千瓦。

经过数年开发，全省风电发展取
得阶段性成果。截至2012年底，国家
安排我省风电核准规模216万千瓦，
目前我省已建成7个风电场共28万千
瓦， 在建风电场13个共64万千瓦，拟
开工风电场24个共124万千瓦，另有
165万千瓦正在开展前期工作。

我省贫困县市区大多处于边远
山区，风电资源成为这些地区的比较
优势。 据测算，1个5万千瓦风电项目
建成后， 每年可创造约1000万元的
税收，成为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

期稳定的财源。目前全省规划风电资
源约1600万千瓦， 在全省51个集中
连片特困、国贫省贫县市区中，有43
个县市区的风电资源具备开发价值，
可开发资源量约860万千瓦，为全省
总量的54%。其中资源量最多的城步
苗族自治县达74万千瓦，最少的慈利
县也有3万千瓦。

省发改委负责人介绍， 省政府
正着手出台《关于加快风电发展的
若干意见》，并制定具体时间表和路
线图：到2015年，力争全省风电建成
投运350万千瓦；在资源状况和开发
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每个贫困县建
成1至2个风电场； 到2020年底，力
争建成投运700万千瓦，在建100万
千瓦。

工业经济增势良好
7月份规模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12.1%
� � � �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邹阳） 据省统计局今天公布
的数据，7月份，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12.1%，1至7月，规模工
业增加值增长10.6%。

数据显示，7月份，全省规模工业
39个大类行业中，35个大类行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专用设备制造业、煤炭
开采和洗选业等4个大类行业生产同
比下降。对全省规模工业的增长贡献
率居前的行业中，有色金属冶炼和压
延加工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
备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烟草
制品业 4个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9%、41.4%、17.6%和18.5%， 对全省
规模工业的增长贡献率分别达16%、
14.2%、10.3%和9%。

六成产品同比增产。7月份，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统计的产品中，产量同
比增长的有259种， 占统计品种总数
的63.2%。其中，平板玻璃、水泥、钢
材、有色金属的产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5%； 汽车的产量更是达到2.99万辆，
增长1.7倍，日均产量965辆。

高技术产业生产保持较快。7月
份，全省规模以上工业高技术产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1%，增幅比全省平均
水平高18.9个百分点；高加工度工业
增加值增长12%，比全省平均水平低
0.1个百分点。1-7月， 规模以上工业
高技术产业和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
分别增长29%和10.4%。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邹靖方）
记者今天从湖南电信获悉，中国电信
宣布启动第三次全国宽带大提速，全
面推广100M宽带。本次宽带大提速，
湖南电信100M宽带进入家庭， 标志
着湖南全面进入百兆宽带时代，“智
慧湖南”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湖南电信通过大力实施
“城市光网”和农村“光进铜退”网络
改造工程， 全省城区100M覆盖达到
87.7%，乡镇100%通宽带，村通宽带
达到91%。湖南电信作为省内最大的
宽带基础业务运营商，率先组织实施
百兆宽带大提速，对促进湖南信息化
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度融合，将产
生深远影响。

百兆宽带将促进公共管理手段
的升级。百兆宽带可以提供应用广泛
的远程视频监控业务，如社会治安管
理、公共场所监控、城市交通管理、远
程教育等，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
机顶盒等多种终端，方便快捷地查看
监控图像， 将进一步保障社会安全，
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社会进步。

据湖南电信介绍，用户只要安装
了湖南电信的光宽带，即可以通过以
下三种方式办理“百兆宽带”业务：拨
打10000号、 登录湖南电信网上营业
厅或到湖南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如
尚未安装光宽带，可以登陆http://dl-
gxq.189.cn参加“点亮光小区”活动，
湖南电信将会尽快为您安装光宽带。

“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

岳阳城市形象广告语出炉
本报8月13日讯 （记者 徐典波

徐亚平） 历时5个月的岳阳城市形象
广告语征集评审工作今天结束。根据
部分网友、市民推荐及评审组专家一
致同意，“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
成为岳阳城市形象最佳广告语。

今年3月1日， 岳阳市委宣传部通
过当地媒体， 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岳阳
城市形象广告语， 先后收到全国各地
热心网友应征作品1万余件。经专家初
评、网络投票、专家复评和市民代表投
票、终评，“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被评为最佳广告语，另有“湖湘封面，
天下岳阳”、“浩淼洞庭水， 忧乐岳阳
楼”、“岳阳，吸引你的不只是岳阳楼”、

“心在洞庭泊岸、 梦在岳阳起航”、“上
善洞庭水、大美岳阳城”等5件作品分
获二、三等奖，20多件作品获优秀奖。

本报8月13日讯 （通讯员 宾丹 记者 李伟锋）
省煤炭管理局把确保煤矿安全生产作为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最大实践， 把学习教育、
听取意见过程，放到矿井一线，让领导班子和党
员干部在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实践中， 学习讨
论、接受教育、改进作风。

省煤炭管理局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
法、重实效”总体要求，深入开展全省煤炭安全
生产大检查活动， 除隐患保平安。 由局领导带

队，组成5个督查组、2个暗访组，对省属所有煤
矿企业开展全覆盖的安全监管检查， 共排查安
全隐患1296条。对大岭、南阳庙、辰溪矿业等6个
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煤矿， 依法下达停产整顿
指令。 对各产煤市州开展了第一轮督查， 对衡
阳、娄底、常德、湘潭等市开展了明察暗访，加大
了巡查和监管执法力度。 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的9万吨及以下煤与瓦斯突出煤矿实施了停产
整顿。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李伟锋）
省安监局坚持把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与目前正在进行的安全生
产大检查结合，按照“全覆盖、零容
忍、严执法、重实效”的要求，深入到
乡镇村组、企业车间，扎实深入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

一是检查不留死角。 分级分行
业制定企业自查自纠表格并指导企
业查报，到7月底全省所有企业完成
第一轮自查自纠， 县级政府实行乡
镇(街道)包片，部门包行业检查，真
正做到宣传教育到企业率达到
100%，企业自查自纠率达到100%，
监管人员入企业检查率达到100%。

二是检查不打招呼。 坚持暗访

为主、暗访先行，不发通知、不打招
呼、不要陪同，直插现场、掌握实情、
直面问题。截至目前，全省共组织督
查组5158个，其中暗查、突击督查组
2517个、交叉检查组1168个，参加检
查人员51277人次，监督检查企事业
单位和场所58710家。

三是检查不留隐患。坚持视隐患
为事故， 对暗访发现的问题零容忍，
逐一交办、建立台账、挂牌督办、一抓
到底。全省共责令改正、限期整改、停

止违法行为88067起， 责令停产、停
业、停建2762家，暂扣或吊销有关许
可证、职业资格977个，关闭非法违法
企业925家，处罚罚款2902.8万元，排
查重大隐患1656处、已整改1075处。

四是检查不留情面。对隐患突出
的地方和部门采取警示约谈、通报批
评、事前追责等综合措施，绝不姑息、
毫不手软，严处快办，事不过夜。自6
月份开展大检查以来，全省抓捕犯罪
嫌疑人196人，问责领导干部85人。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彭雅惠）
近日，省商务厅机关100多名党员干
部，冒着高温酷暑，前往宁乡县开展
以接地气、 转作风为主题的“五个
一”集中教育实践活动。每个厅领导
带领一个党支部、联系一个社区、一
个企业、一户困难户。通过走访、调
研和服务，实地感受群众生产生活，
了解群众所需所盼， 提高对开展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认识，
把学习所得转化为商务发展的新思
路、新举措。

谢建辉厅长认为，“五个一”集

中教育实践活动让厅机关党员干部
感受到了差距，增强了工作动力。宁
乡发展速度快、发展质量高的决定
因素是思路、服务、创新，在追求经
济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关注贫困弱
势群体， 让他们感受到党的温暖。
机关干部要为基层、为百姓多一点
服务，主动、及时、有针对性地服

务； 在本职岗位上多一点贡献，把
岗位的有限资源转变为有效资源，
为商务经济发展营造一流的服务
环境； 今后的教育活动要务实，形
式多样，使党员干部在潜移默化中
受教育，提升精神境界，增强服务
能力，为商务和开放型经济发展多
作贡献。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我省加快风电发展

力争到2020年底
建成投运700万千瓦

全面进入百兆宽带时代
“智慧湖南”建设迈入新阶段

省商务厅：
机关干部接地气转作风

省安监局：
扎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省煤炭局：把保安全生产作为最大实践

8月12日， 湖南江西商会的工作
人员将当天募集的爱心款6.34万元，
送到因舍身救母而重度烧伤的熊文
浩的家人手中。17岁的江西少年熊文
浩利用暑期，来到长沙给在南门口经

营麻辣烫生意的父母帮忙。7月26日，
他母亲贫血突然晕倒， 打翻油锅。危
急时刻，他推开母亲，导致锅中滚烫
的油全泼在自己身上， 造成全身65%
以上重度烧伤。目前，他在湘雅附二

医院接受救治，所需治疗费用约60余
万元。由于家庭无法承受巨额的医疗
费用，目前社会各界不少爱心人士纷
纷慷慨解囊，救助这位孝心少年。
本报记者 徐行 刘尚文 摄影报道

救
助
孝
心
少
年

8月13日，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黄湖村的孩子在教师陈灿辉家游泳。陈灿
辉是千家洲中学一名教师，住在乡下。因持续高温天气，8月2日，他用水泥建
成一个长方形游泳池，再买回地膜，铺在里面，然后抽入井水。自家的游泳池
清凉、干净，安全，吸引全村30余名小朋友前来。 周云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