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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夏似飞） 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来到
沪昆客专怀化芷江北站铺轨基地考察，并现场
召开全省铁路建设推进工作会议。 他要求，抢
抓机遇，强化措施，突出重点，全力以赴推动全
省铁路建设事业大发展、大提升、大跨越。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韩永文出席上述活动。

乘坐火车一夜颠簸，今天一早，徐守盛一
行到达沪昆客专湖南段芷江北站。

有望明年建成通车的沪昆客专湖南段，站
前线下工程目前已基本完成，轨道道床及各配
套工程正在全面推进。 在芷江北站铺轨基地，
铁路建设工人们正在雨中奋力作业，铺设无砟
轨道， 正线首根500米长轨徐徐落位、 顺利铺
设。芷江基地承担了单线371公里的铺轨任务，
湖南段娄底、杭长铺轨基地今天也同步展开工
作。

徐守盛详细了解铺轨作业情况，询问沪昆
客专建设中还有什么困难，看望慰问了正在作
业的工人。他充分肯定沪昆客专湖南段建设组
织有序、推进有力、进展较快，走在了全路的前
列和湖南重点项目建设的前列；勉励大家再接
再厉， 把沪昆客专湖南段建设成为精品工程、
安全工程、示范工程。

随后，徐守盛在铺轨基地现场召开全省铁
路建设推进工作会议，就建设中遇到的具体问
题现场办公，逐一交办给省直部门和沿线地方
党委政府负责人，要求一一落实到位。

徐守盛指出， 铁路是国家重要的基础设
施，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是改善民生的大通
道。近年来，我省铁路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
绩，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差距和不足。当前，湖
南铁路建设已进入加快推进的黄金时期，全省
各级各部门一定要抢抓机遇，突出重点，全力
以赴抓项目、抓投入、抓进度、保工期、保质量，
迅速掀起铁路建设新高潮。

一要着力完善发展规划。 按照互联互通、
联点成网的要求， 不断提升完善长远铁路规
划； 注重铁路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统筹；注

重单个项目与综合体系的融合；注重铁路建设
与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对接配套。

二要强力推进在建项目。严格落实湖南优
化经济环境十条禁止性规定， 全力以赴支持、
服务好在建项目建设， 必须保证全省在建7个
铁路项目按期通车。 针对建设中的征地拆迁、
资金到位、建设环境等问题，要加强组织协调，
迅速整治，抓紧解决。

三要大力加快前期工作，全力保证质量安
全。对已经启动前期工作的项目要尽早开工建
设。要始终绷紧质量、安全、稳定这根弦，确保
把各个铁路项目建设成为环境优美、 形象优
良、质量优等的示范工程，确保铁路建设和运
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项目参建各方要加
强协作，参建方与地方各级政府要建立定期协

商制度， 广泛动员当地干部群众支持项目建
设。

徐守盛强调，必须加强对铁路建设的组织
协调，加大支持力度，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党
委、 政府要真正把铁路建设摆在突出的战略
位置来抓，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要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多元融资”的原则，推
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 要着力撬动社会投
资，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设铁路；要按照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统筹安排铁路车站
及线路周边用地， 加大铁路综合开发支持力
度； 要全方位、 全天候做好施工环境保障工
作，坚决杜绝吃“唐僧肉”的现象，曝光反面典
型，加大正面宣传，为加快铁路建设营造良好
舆论氛围。

本报北京10月21日电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王海燕 张先坤） 今天下午，2013年
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名单在北京
公布，长沙县首次挺进全国十强，列第8位，
较上届跃升5位，连续6年稳居中西部第一。

中小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体系由科学发
展指数、节约指数、投资潜力指数、区域带
动力指数4部分构成。近年来，长沙县以科
学发展观为总揽，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先行、
城乡互哺、分类发展、绿色转型的新型城镇
化之路，得到有关专家学者高度肯定。

“县域经济就是项目经济。”长沙县委
书记、长沙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杨懿文表示，
长沙县保持县域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
就是强力推进项目建设， 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近年来，该县着力打造“世界工程机械
之都”和“中国汽车产业第六大板块”，在扶
持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骨干企
业做大做强的同时，加快推进上海大众、广
汽菲亚特等汽车及零部件骨干企业建成达

产， 使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成为继工程机械
后又一千亿产业集群。同时，大力发展以蓝
思科技等为龙头的电子信息产业， 构建多
点支撑的工业经济格局。

长沙县还采取措施， 不断壮大园区经
济。目前，国家级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星
沙、黄花、金井等8个产业基地快速发展，形
成了分工完备、科技含量高、生产要素高度
聚集的园区建设体系。 全县园区内聚集规
模以上企业300多家， 其中年产值在亿元
以上的企业有121家。全县按照“南工北农”
布局， 用1%的土地产出了90%的社会财
富，99%的土地等生态资源得到有效保护。
近年来，该县还实施了教育、环保、文化医
疗等一大批民生项目， 去年民生领域支出
占一般预算支出85%。

据悉，长沙县力争在2015年，地区生
产总值迈上1500亿元台阶、财政收入突破
300亿元大关、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分别
迈上4.5万元和3万元台阶。

徐守盛在全省铁路建设推进工作会议上强调

抢抓机遇 突出重点
全力以赴推动铁路事业大发展

张家界口岸年度出入境人数

首次突破9万人次
本报10月2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卓星 王亚博）截至今天，张家界边检站2013年
已检查出入境人员90792人次， 比2012年翻了
一番， 年度出入境客流量首次突破9万人次大
关，刷新了张家界口岸开航以来出入境历史记
录，预计全年将超过10万人次。

今年以来，随着“张台”航线的成功开通，
韩国航线运营日趋成熟以及泰国航线的不断
开拓， 大批入境人员直航来张家界旅游观光，
本市及周边市州居民从张家界直接出境购物
休闲， 口岸呈现出双向客流快速增长的特点。
国际地区航线由去年的4条增加至7条，参与运
营的航空公司由去年的5家增加到11家， 航班
班次由去年的309架次增加到703架次。从出入
境人员的结构来看， 旅客成分仍以韩国籍为
主，其占到出入境总人数的57%，在非韩国籍出
入境人员中，内地居民和中国台湾籍旅客比重
最大，分别占出入境总人数的11%和29%，台湾
游客成为继韩国游客之后第二大入境游客源。

汪志

前几天， 笔者到车间班组与一线职
工聊天时，职工们普遍反映，企业片面强
调经济效益，将原来订到车间、班组的党
报刊给砍掉了，大家工余时间枯燥无味，
精神生活总觉得少了什么。

书报刊作为一种精神食粮， 它能发
挥的作用是其他金钱和物质所不能代替
的。 像一些党报党刊及部分专业性强的
报刊，权威性强，信息量大，内容丰富，形
式新颖，不仅是职工的“娘家报”，而且能
丰富职工文化生活，益处多多。在一些车
间班组，每当有新报刊到来时，职工们都
抢着看；班组学习讨论、办黑板报，报刊
是班组少不了的“活材料”。

然而，眼下一些企业，少数管理者往
往以企业经济效益低、生产成本过高、节
约费用开支、上班看报刊影响工作为由，
压缩甚至取消班组的订阅， 就连以前享
有的书报刊费也没有了。

笔者认为，企业要搞好 ，班组建设 、
企业文化建设是关键。在知识更新、思维
创新、经济发展的新经济时代，报刊是一
线员工们的精神依托，思想阵地，通过看
报，职工可以知道党的方针政策，可以了
解国内外重大事件和经济信息， 这也是
员工们应有的知情权。

眼下正是一年一度的报刊征订旺季，
笔者在这里呼吁广大企业，尽快将党报刊
订阅到企业生产一线，让员工工余时间有
机会阅读报纸杂志，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名单公布

长沙县首次挺进十强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夏似飞）记者
从今天在怀化芷江召开的全省铁路建设推
进工作会上获悉， 今年我省铁路营运里程
将超过4000公里。

近年来，我省抓住国家扩内需、稳增长
的重大机遇， 加强部省合作， 加大建设力
度， 全省铁路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2007
年以来， 铁路营运里程不断增长，2012年
我省铁路营运里程达到3880公里，居全国
第9位，中部第3位，5年增长了950公里，今
年预计将超过4000公里；铁路网密度达到
183公里/万平方公里， 人均铁路网密度达
到0.59公里/万人，5年分别增长了30.7%和
25.5%。铁路网结构不断改善，复线率和电
气化率分别达到51.7%和59.5%，五年分别

增长20%和13.6%。
当前， 我省铁路建设已进入加快推进

的黄金时期。根据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
（2008年调整）》，我省共有20个建设项目，
里程4348公里，投资3576亿元。按照《湖南
省铁路发展规划（2008-2030）》，我省规划
建设32个项目，到2020年铁路里程将达到
5805公里，到2030年将达到6142公里。

目前，我省在建铁路项目有7个，分别
是沪昆客专杭长段、沪昆客专长昆段、长株
潭城际铁路、衡茶吉铁路、石长复线、娄邵
扩能、 蒙西至华中煤运通道荆岳段，共
1271公里。 其中， 杭长客专湖南段将于
2014年9月建成， 长昆客专湖南段将于
2015年6月前建成。

我省铁路营运里程
今年将超过4000公里

盼报刊订到班组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胡信松）今天，

记者从中建五局获悉， 面对严峻的外部经济
环境，该局今年逆势飘红，高位增长，1至9月，
新签合同额861.18亿元,同比增长67%；完成
营业额375.76亿元，同比增长22%；实现利润
总额同比增长53%，延续了企业持续增长、快
速增长、科学增长的良好势头。

今年，中建五局继续推进“大市场、大业
主、大项目”战略。1至9月，承建业务平均合同
额6.6亿元,大项目合同额占比92%,战略客户
新签合同额占比48%， 房屋建筑施工新签约
500米以上超高层大楼三座， 基础设施建设
新承建四川雀儿山隧道、 重庆至贵阳铁路扩
能改造工程9标、海南西环铁路站前工程6标、
长沙西站交通枢纽等国家重点工程。

今年以来， 中建五局坚持三大业务板块

并举、施工投资并重、海内外并进的生产经营
战略布局，继续推进全局转型升级。积极参与
湖南经济社会建设，完成了由“承建商”到“投
资商”和“城市综合体运营商”的转型。经营结
构从单一的建筑施工转向三大业务板块并
举， 发展方式从速度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效
益型，而在商业模式上，中建五局从施工承包
商、工程总承包商一步步向房地产发展商、城
市综合体运营商转型。1至9月，完成投资35.47
亿元,同比增长6%，投资回款31.97亿元,同比增
长75%。今年6月18日，长沙中建·江山壹号、长
沙中建·梅溪湖中心、济南中建·长清湖等“一
江两湖”三个项目同日开工建设，总占地面积
超过82万平方米，规划总建筑面积近300万平
方米，总投资约150亿元。投资近40亿元的株
洲航空服饰城项目又于9月27日开工。

本报10月21日讯（记者 段涵敏）国家
新农合信息平台最近开通试运行， 并与湖
南、湖北等9个省级平台互联互通。今后，参
合农民将通过这一平台实现异地就医即时
报销。今天，记者从省卫生厅获悉，我省已
实现省内异地即时结报， 与国家信息平台
的数据互联互通， 但由于各省新农合情况
不相同， 跨省异地就医即时报销仍需时日
才能完全实现。

省卫生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结算中心
主任李京江介绍， 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省
级结算基金和成立省级新农合结算中心，
2012年11月30日，23家省级定点医疗机构
全面启动新农合省级即时结报， 参合患者
只需交纳一定金额（自付部分）的住院预交
金即可住院，出院时，支付个人自付费用后
即可出院，不再需要“垫资”和返回居住地
报销。

目前， 省级即时结报制度框架和长效
运行机制已基本建立，截至10月21日累计
办理即时结报12.2万人次， 累计住院补偿

资金 7.579亿元 ，9月份即时结报率达
72.34%。李京江称，这项政策不仅方便参
合农民报销费用并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还有利于强化对定点医疗机构监管， 有利
于防范不法分子利用假收据、 假医疗文书
骗取新农合基金行为的发生。“由于各省新
农合补偿政策、起付线、药品目录、报销比
例之间有差异，新农合基金管理、即时结报
工作进程也不同， 要完全实现跨省即时报
销， 仍需要各省之间进一步交流沟通。”李
京江表示， 这些都需要国家层面制定详细
的政策。

李京江提醒， 目前有部分参合农民因
为忘带相关证件未能在省级医院实现即时
结报，参合农民到省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
在办理入院登记时应主动向省级定点医疗
机构出示患者本人的合作医疗证（卡）、身
份证（或户口簿和监护人身份证）和市、县
级医院转诊证明材料等， 属农村重大疾病
医疗救治病种的还需提供县级经办机构的
审批单。

已与国家新农合信息平台互联互通

参合农民跨省即时报销仍需时日

10月21日上午,沪昆客专湖南段首对500米长轨在芷江北站铺轨基地铺设完成。图为铺设现场。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中建五局前三季度逆势增长
1至9月，新签合同额861.18亿元,同比增长67%；实

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53%

10月21日上午，长沙市环卫农民工人代表在风帆广场开心游览。当天，民革长沙城建支部邀请46名环卫农民工代表，游览杜甫江阁、风
帆广场、梅溪湖、生态动物园等多个景点和公园，感受长沙的新变化。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厚时 摄影报道

三湘���快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