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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文韬 乔伊蕾

编者按
今年是我省“发展环境优化年”。

为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结合当前开展的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本报特开
辟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 ”专栏 ，从今天起连续两周推
出专题报道。

三湘大地，开放大潮涌动。
一批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企

业和重要的战略投资者纷纷进入湖
南， 大众汽车、 中烟技改、 富士康
创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开工和
投产……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1至8
月，我省123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304

亿元，其中29个新开项目形成实物工
作量，5个项目提前竣工， 续建项目大
部分达到预期进度。

国内外投资者的涌入， 经济的平
稳发展，缘自于我省实施“四化两型”
战略决策， 更凸显出全省各级践行群
众路线， 大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坚
定决心。

抓环境就是抓发展

优化发展环境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省委、省政府对优化经济发展环

境高度重视。
“抓环境就是抓发展。”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多次强调，
要强化大局意识，在转变职能中提升
效能，着力破解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
瓶颈制约， 以硬措施优化发展环境。

今年， 他还多次就优化经济环境具体
问题作出批示。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担任更
名后的省机关效能建设和优化经济发
展环境领导小组组长， 并部署今年的
“发展环境优化年”工作。

优化发展环境的目的， 是促进发
展，为发展提供保障。各级各部门围绕
项目建设、要素保障、企业发展、园区
建设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进一步
强化服务意识，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
便捷、高效的服务。

项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
子”。 我省构建了省领导分工负责、各
部门齐抓共管、 各地区合力推动的重
大项目建设推进机制。 其中，8
位省政府领导对口联系上海大
众长沙30万辆乘用车、蓝思科
技玻璃面板、 富士康工业新城

等24个重点产业项目。 各级各部门也
突出服务发展中心， 逐个项目调度情
况、了解进度，协调解决审批、征拆等
方面的困难和问题。

今年3月以来，省监察厅、省优化办
先后10余次组织省交通运输厅、省国土
资源厅，省公安厅、省重点办、省高管
局、省电力公司等部门和单位，深入省
政府确定的拟于今年通车的张花高速
公路、怀通高速公路等12条高速公路及
衡阳土谷塘湘江航站枢纽工程、中烟集
团改扩建工程等重点项目建设现场，查
找存在的问题和原因， 加强协调力度，
及时解决具体问题1680个，保证了重点
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下转6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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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周银娥 彭启毛

“我太幸运了。 如果没有那么多好
人帮我，我和孩子可能没命了。 ”9月8
日下午，娄底市中心医院门口，一位高
龄产妇充满感激地对前来接她出院的
丈夫说。

这位产妇名叫贺升桃， 是该市娄

星区双江乡农新村的一名村民。 在最
近40天的时间里， 围绕着贺升桃这一
农村孕妇， 湘中娄底上演了一场惊心
动魄的生命接力爱心行动。

10年前，贺升桃育有一女。 后来，
夫妻长期在外打工。 今年春节，贺升桃
回乡过年。 过年后， 她发现自己怀了
孕，便没再和丈夫出去。 她因担心未办

准生证受罚，一直未对外公开。
7月底，村妇女主任发现贺升桃怀

孕的事。 因其第一胎是个女孩，按照政
策，她是可以生二胎的。 村妇女主任主
动带她去办准生证，并做健康检查。

在双江乡卫生院做检查时， 发现
贺升桃是一位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情
况严重。 建议她去上一级医院做全面
检查。

贺升桃家庭经济贫困， 丈夫也不
在家，便没有听从医生的建议。

乡卫生院当即向区人民医院（妇幼
保健院）作了汇报。 8月7日，区人民医院
和乡卫生院的医生， 冒着炎热跑了30多
公里，到贺升桃的家里给她做检查，发现
情况不容乐观。

8月9日， 在村支书和村妇女主任的
陪同下，贺升桃带了家里仅有的1000多
块钱到市中心医院看病。 一系列检查之
后，时间已近中午。 结果显示，贺升桃的
病情非常危险，因胎儿压迫心脏，随时可
能恶化，危及生命。 （下转6版③）

本报评论员
区域间的竞争 ， 实际上就是发

展环境的竞争 ， “抓环境就是抓发
展 。 优化发展环境只有起点 ， 没有
终点。”

湖南正处于一轮加快发展的机遇
期， 机遇和挑战并存。 湖南等不起、
慢不得、 耗不起， 任何迟疑、 拖沓、
耽搁， 只会让机遇溜走。 我省经济发
展环境总体是好的， 但环境不优已成

为企业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个问题， 务
必用铁的措施加以解决。

发展环境是软实力， 是核心竞争
力。 其中道理， 喊了多年， 省委、 省
政府也抓了多年， 但环境不优依然是
全省经济发展亟待根治的顽症。

加快发展 ， 高层的鼓点敲得急

促、 基层群众的期盼真切， 如果不采
取强有力的措施优化发展环境 ， 助
推发展 ， 就只会让决策者的心血白
费， 让基层干部群众的期待落空。

优化发展环境， 首先要强化大局
意识。 不管什么部门、 什么单位， 在
湖南这块土地上 ， 就要以湖南发展

为己任， 以湖南发展为大局， 学会算
大账、 算全局账、 算长远账， 不能只
想着算小账、 局部账、 眼前账， 一天
到晚想着本地 、 本单位乃至个人的
“小九九”， 更不能让本该用来搞好服
务的公权 ， 蜕变成捞取个人或者部
门利益的私器 （下转6版②）

本报9月8日讯 （记者 田甜）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在长沙会见了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政委许耀元一
行。

徐守盛说， 我省经济社会的又
好又快发展离不开武警部队的大力
支持，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维稳处突
等急难险重任务中， 武警驻湘部队
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很好地发
挥了突击队、排头兵、生力军作用。
当前，我省正着力促进“三量齐升”，
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希望

武警部队一如既往给予支持。 我省
将为武警部队在湘履行使命、 开展
工作进一步创造良好条件。

许耀元说，湖南省委、省政府
近年来全方位支持武警驻湘部队
建设，为部队开展工作创造了良好
环境。武警驻湘部队将进一步加强
自身建设，更好地服务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

武警部队副政委于建伟、政治
部副主任张继钢， 省领导韩永文、
盛茂林，武警湖南总队司令员赵永
平、政委贾龙武参加会见。

本 报 贵 阳 9月 8日 电 （记者
贺佳） 今天下午， 来黔出席第九
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
暨经贸洽谈会的湘赣两省政府代
表团在贵阳市举行行政首长会晤，
共商合作发展， 共谋互利共赢。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 江西
省委副书记、 省长鹿心社出席并
讲话。

杜家毫感谢江西长期以来给
予湖南发展的大力支持， 对江西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他
说， 湘赣山水相连、 人文相通，
两省交流合作基础良好。 当前共
同面临着加快革命老区建设、 罗
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等
一系列重大发展机遇， 这为两省
深化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希望
两省进一步加强政策对接， 共同
用好、 用足、 用活中央赋予两省
在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等方面
的支持政策； 进一步加强产业合
作， 充分利用中博会、 珠洽会、
赣商大会、 湘商大会等平台， 深
化双方在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
业、 现代农业和城乡一体化等领
域的合作， 支持两地优势企业合
作发展； 进一步加强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 长江航运、 支线机场
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对接合作， 促
进两省边区和谐发展； 进一步加
快区域旅游一体化建设， 积极打
造精品旅游线路， 共同提升旅游
产业发展水平； 共同促进长江中

游城市群建设。
杜家毫说， 从湘赣这块红色

的土地上， 走出了许多革命先烈，
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抛头颅、 洒热
血， 作出了无私奉献。 在改革开
放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我们要
继承和发扬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光荣传统， 共同为实现中
国梦而不懈奋斗。

鹿心社说， 湖南近年来大力
推进“四化两型” 建设， 绿色湖
南、 创新型湖南、 数字湖南、 法
治湖南建设等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成绩， 为中部地区崛起探索了路
子、 提供了经验。 他建议两省进
一步密切合作， 共同推进罗霄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在区
域内共同实施一批基础设施项目、
重大产业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等；
共同建设大井冈山红色生态旅游
区， 推动客源共享、 市场共拓、
利益共享； 进一步畅通和对接跨
省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国省
干道建设， 在高铁、 航空等基础
设施方面加强对接， 构建立体交
通运输体系； 积极推进两省相邻
市县的交流合作对接， 实现优势
互补、 共同发展。

晚上， 杜家毫、 副省长何报
翔与广东、 江西、 广西三省区行
政首长一道， 出席了 《推进粤赣
湘桂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
生态功能区规划编制和建设工作
备忘录》 签署仪式。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 省直
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上述活动。

“硬手段”打造“软环境”
———我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综述

新华社布宜诺斯艾利斯9月7
日电 （记者 杨光 叶书宏） 7日在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的国际奥委会第125次全会上 ，
2020年夏季奥运会主办权之争落
下帷幕。 经过两轮投票和近一个
半小时的焦急等待， 日本首都东
京最终脱颖而出获得主办权。

此次申办2020年奥运会的三
个候选城市分别是伊斯坦布尔、
马德里和东京。 在第一轮投票表
决中， 共有94名国际奥委会委员
参加投票； 东京获得42票， 伊斯
坦布尔和马德里均获得26票， 伊
斯坦布尔和马德里进入“加时
赛”。 在附加投票中， 伊斯坦布尔
获得49票， 马德里获得45票， 伊
斯坦布尔以4票优势涉险过关， 马
德里首轮出局。

第二轮投票表决
共有97名国际奥委会
委员参加投票。 东京
获得60票， 伊斯坦布

尔获得36票， 另有1票弃权。 国际
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随即宣布，
东京获得第32届夏季奥运会主办
权。

此前， 日本福岛核污水泄漏
事件受到广泛关注， 东京申奥前
景一度蒙上了阴影。 在投票前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和当日上午的陈
述中， 日本代表团多次表示核污
水问题已受到控制， 不会对人的
健康带来危险， 但这并未完全消
除人们心中的疑虑。

伊斯坦布尔此前曾四度申办
奥运会， 均以失败告终。 伊斯坦
布尔申奥主席哈桑·阿拉特表示，
伊斯坦布尔不会放弃， 如果此次
再度冲击奥运失败， 将会考虑未
来继续申办， 直至把奥运会带回
土耳其。

徐守盛会见
武警部队政委许耀元

用铁的措施优化发展环境

一位高危孕妇的40天

娄 底
市、 娄星区
卫生局负责
人看望高危
孕 妇 贺 升
桃。
通讯员 摄

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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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获得2020年
夏季奥运会主办权

本报沈阳9月8日电（特派记者 苏
原平 王亮 ） 我省运动员在今天的全
运会赛场集体大爆发，在体操、举重、
摔跤项目上夺得4金1银3铜。

大连体操馆， 女子自由操决赛成
了我省小将商春松的个人舞台， 无论
是伦敦奥运会亚军眭禄， 还是劲敌姚
金男， 她们在难度和表现上均无法对
商春松形成威胁。 最终， 商春松获得
14.667分，夺得个人第3枚金牌。 商春

松还在平衡木决赛中， 为我省夺得一
枚铜牌。 男子跳马决赛，我省小将屈瑞
阳发挥出色， 以15.050分有惊无险地
夺冠，他的得分仅比第2名上海队选手
张仲博高出0.017分。 至此，全运会体
操项目全部结束， 我省体操队重新崛
起在全运会赛场，共夺得4金2铜。

沈阳的举重馆也迎来了“湖南
日”，我省选手在两个项目中夺得2金2
铜。 我省名将龙清泉虽然抓举只成功

一把，且落后对手3公斤，但在挺举比
赛中发挥出色，最终以总成绩296公斤
卫冕男子举重56公斤级冠军，宣告“错
过” 了伦敦奥运会的他仍是国内该级
别的“王者”。 我省另一位名将黎立志
获得铜牌。 今晚进行的男子62公斤级
比赛中， 我省输送到解放军队的小将
谌利军以总成绩321公斤夺魁，为我省
收获第二枚男子举重金牌。 我省另一
名选手余涛获得铜牌。

此外，小将周倩在女子自由式摔跤
63公斤级比赛中，为我省再夺1枚银牌。

今天， 省政府先后发出4份贺电，
祝贺我省运动员不畏强手，顽强拼搏，
共为我省夺得4枚金牌。

湘军“爆发”日揽4金 省政府致电祝贺全运会 快报

上图 ： 从左至右为商春松 、
龙清泉 、 屈瑞阳 、 谌利军在8日
举行的全运会比赛中的雄姿。

本报特派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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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赣两省
举行行政首长会晤

杜家毫鹿心社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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