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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
邀请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发布全省工
业经济和信息化发展情况。 总体来看，
2013年，全省工业经济发展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数字湖南建设迈向新的发展
阶段。

工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工业增加值增速稳中有升。1至11

月， 全省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增长
11.6%， 较上半年上升1.3个百分点，较
全国平均水平高1.9个百分点。

质量效益稳中有升。 进入三季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逐月回升，
1至10月累计增速为16.6%， 较上半年
提高11.6个百分点，39个大类行业全部
实现盈利。预计全省规模工业主营业务
收入将迈上3万亿元台阶，全部工业增

加值有望突破万亿元大关。

转型升级取得新进展
多点支撑产业格局明显。预计新

增1家千亿园区（湘潭经开区），全省
过千亿的园区达到4家。 战略性新兴
产业快速发展，预计全年电子信息产
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2000亿元，新
材料产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4000亿
元， 汽车产业完成主营业务收入
1500亿元。

企业技术创新取得新进展。 积极
组织实施“百项重点新产品推进计
划”、“百项专利转化推进计划”， 推进
30项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
术研发攻关。6家企业获得工信部2013
年度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认定，数
量位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前列。

节能降耗和淘汰落后产能取得

新成效。 国家下达的12个行业161家
企业（162个项目）淘汰落后产能任务
基本完成，关闭482家（含金属非金属
小矿山）小企业，超额完成年初确定目
标。

数字湖南取得新成果
工业化与信息化进一步融合。长

株潭城市群“两化”融合试验区通过工
信部验收， 年底全省两化融合发展综
合指数预计达到0.60， 比上一年度提
升4个百分点，进入两化深度融合中期
发展阶段。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夯实。3G
网络覆盖全省乡镇以上区域，全省城区
基本实现4M以上接入能力，100%的乡
镇和89%的行政村通宽带。国家超算长
沙中心主体工程进入主机等核心设备
安装阶段。14个市州和5个县城启动地

理空间框架建设工作。人口、法人和地
理空间数据库系统实现成功对接。

经济社会信息化发展加快。“数字
农业”、“数字医院”、“数字校园”和“数字
景区”试点示范建设深入推进，衡阳、株
洲、 郴州3市列入首批国家信息消费试
点城市，株洲市、韶山市等12个区域或
城市被列入全国智慧城市试点。

平台建设实现新突破
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壮大。

新增1家国家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长沙金霞开发区工业物流），总
数达到12家，继续保持中部领先、全国
前列；22个省级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
基地通过审核。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增加。全
省新认定53家省级中小企业核心服务
机构和67家省级中小企业创业基地。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邓晶琎
白培生 黄巍 通讯员 江钻 陈志华）
我省再添两条通往广西的高速公
路。今天上午，洞（口）新（宁）高速、怀
（化）通（道）高速同时通车，从长沙开
车至新宁县境内的世界自然遗产崀
山景区，将由现在的近5个小时缩至
3个半小时；长沙至通道车程由目前
8小时缩至5个半小时。

洞新高速公路北与沪昆高速相
接，南至新宁县（湘桂界），继续向南
延伸可在广西境内连接泉南高速。全
程位于邵阳境内， 直接辐射洞口、武
冈、新宁、城步、绥宁五县市，总里程
168.813公里。

洞新高速通车后，我省湘西南地
区又将增加一条出省通道，将形成一
条“广西桂林-新宁崀山-武冈云山-

湘西凤凰”的4小时精品旅游线路。新
宁将围绕“大崀山”打造全新旅游格
局：以崀山风景区为中心，以素有“南
方呼伦贝尔”之称的黄金牧场与舜皇
山为两翼， 整合大崀山丰富的生态、
人文旅游资源，将新宁乃至邵阳打造
成国际级的著名旅游城市。

怀通高速公路全长197.636公里，
是包头至茂名国家高速公路在湖南的
一段， 起于沪昆高速邵怀段竹田枢纽
互通，经怀化市中方县、洪江市、洪江
区、会同县、靖州县，邵阳市的绥宁县，
至怀化市通道县， 与建设中的厦蓉高
速广西桂林至三江高速公路相接。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乔伊
蕾） 今年以来，省农业厅对本部门、
本行业中侵害群众利益， 特别是损
害涉农利益行为展开重点整治，会
同有关部门， 共查处违法侵害农民
群众利益案件3000余起，为农民挽
回经济损失上亿元。 这是记者24日
随省委教育实践活动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来到省农业厅， 对该单位“四
风”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情况进
行督查时了解到的情况。

据介绍，今年来，省农业厅先后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建设、 水稻
集中育秧补助资金管理、 测土配方
施肥项目实施等进行多次监督检
查，不断完善项目资金监管机制，及
时排查问题， 确保强农惠农政策落
实。同时，开展了农业投入品监管、
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业资源与环境
保护、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等执法行
动， 加强对涉农违法犯罪行为的打
击力度，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检查
抽检发现假劣农资—农业执法及时
跟进（涉嫌犯罪及时移送）—按规范
程序销毁假劣农资” 三级联动打假
模式。

12月 25
日 ， 车辆在
洞口至新宁
的高速公路
上 行 驶 。 当
天 ， 洞新高
速 建 成 通
车。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工业经济稳中向好 数字湖南日新月异

查处案件3000余起
为农民挽回损失上亿元

省农业厅强农惠农
政策落到实处

本报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蒋睿 贺凌云

12月25日的韶山， 花如海，
人如潮。 在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
年纪念日前一天， 韶山成了人们
怀念主席、 寄托情感的汇聚之地。

上午9时， 随着一声枪响，
数万名来自省直、 市州机关单位
的干部、 高校学生及韶山市民涌
出起跑线， 开展湖南省 （韶山）
健身长跑比赛。 此次比赛全长
5000米， 途经韶山的北环线和火
车站广场。 作为纪念毛泽东同志
诞辰的传统活动， 比赛已举办了
31届。 该比赛2004年升格为省级
赛事， 2006年被纳入全省全民健
身运动项目。 一位参赛选手说：

“用长跑比赛来纪念主席诞辰， 意
义非凡。”

在毛泽东同志故居旁， 参观
的游客排成了两条“长龙”。 不
少游客纷纷在故居前合影留念。
今年71岁的武汉老人陈建民2天
前就来到了韶山。 他告诉记者，
今年已经是他第6年在毛主席诞
辰之际来韶山， 每次来都能感受
新的变化， 唯一不变的是对毛主
席无限的敬仰之情。

步入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每
走几步就可以看见一台电脑触摸

屏， 毛泽东年谱、 毛泽东诗词、
毛泽东手记等影视资料都囊括其
中。 经过一年的改造， 纪念馆新
增照片450余张、 新增实物130
余件。 在一件件实物、 一幅幅照
片前， 大家看得非常仔细， 不时
发表几句评论。 看到毛主席生前
穿过的补丁摞补丁的衣服， 河南
游客谢长春夫妇眼含泪水， 感慨
万千。 他们谆谆告诫自己的孙
子， 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那
种艰苦朴素、 勤俭节约的优良传
统， 坚决反对和抵制享乐主义、
奢靡之风。

在毛泽东铜像广场， 人们敬
献的花篮已是里三层外三层， 把
主席铜像围了起来。 游客络绎不
绝， 一拨接一拨地鞠躬、 献花、
瞻仰。 在人群中， 记者偶遇湖南
省军区原副政委黄祖示将军。 他
说： “我一生深受毛主席的影
响， 今天特地赶来献上鲜花以表
心意。” 来自天津的摄影爱好者
王汉祥一下火车便马不停蹄来到
铜像广场。 “这个时候来韶山我
们可以捕捉到很多素材， 希望能
给我们的后辈留下珍贵的‘红色
记忆’。 大伙儿齐心协力， 早日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 那时， 我们再来韶山， 喝杯
庆功酒， 告慰毛主席。”

韶山情，中国心

本报记者 黄晓辉

一顶帐篷， 一卷铺盖， “乐
和乡村” 社工黄宇亨和长沙县福
临镇金坑桥村“乐和” 代表张石，
就在该村赤竹坡组的茶油林旁安
了“家”。

“乐和乡村” 生态养猪示范
点的建筑材料运来后， 黄宇亨和
张石两个20出头的小伙子， 就自
愿来守夜。 12月21日， 冬夜的乡
村， 寒意袭人。 “现在流行露营，
我们这回也赶了一把时髦。” 张石
打趣说。

福临镇是养猪大镇。 农民的
腰包鼓了， 但水变黑了、 空气也
变臭了。 退养、 减量， 会让养猪
户的收入大受影响。 青山绿水必
须守住， 那该怎样结合传统优势
发展经济呢？

今年8月， “乐和乡村” 邀
请专家进行实地考察， 计划改变
原有养殖方式， 引进全自然生态
养猪技术， 通过在金坑桥村的试
点示范， 引领种养户走一条生态
经济致富路。 猪场选址， 就定在
了黄宇亨和张石“安营扎寨” 的
地方。

来自四川乐禾农业技术公司
的刘兴宏讲的“全然养猪法”，
让村干部、 社工、 村民们听得津
津有味。

“全然养猪” 就是用全自然
的方法， 用发酵处理后的天然活
性材料， 对猪草进行施肥、 防病
治虫， 给猪喂全生态饲料。 用生
物酵素， 将猪粪进行生态无害化
处理。 刘兴宏说， “按这种方法
养成的猪， 一斤猪肉在四川都卖
到了38块钱。”

“你说的这么好， 那我们都
按你说的养！” 村民们嚷着说。 抱
着孩子来听课的村民向阳说 ，

“小刘老师讲的这些材料， 村里都
有。 学会了， 我也可以自己做，
环保还省钱。”

“大家先别急， 我们先把试
点建起来， 搞得好了， 再免费教
大家推广。” 张石说。

“老百姓最怕折腾， 也最经
不起折腾。 ‘乐和乡村’ 建设的
过程和效益， 必须让他们看得
见、 摸得着， 才能自发地学、 踏
踏实实赚钱。 绝不能折腾老百
姓！” 长沙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马
搏说。

绝不折腾老百姓
———乐和乡村品乐和之二

湘桂新增两条通道
洞新、怀通高速通车

本报12月25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在这里工
作不错， 条件蛮好， 还能照顾家
里。”近日，郴州市北湖区保和镇小
埠村村民邓贤平说，他以前在广东
打工，现在回了家，在村里企业上
班。在小埠村，像邓贤平一样在家
门口上班的村民有500多人。

2009年， 小埠村与小埠古村
休闲园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结对，发
展生态种养， 先后成立花卉苗木、
黄金梨等农民专业合作组织10余
个，形成了集生态种养、城郊地产
与农业观光、休闲度假等产业于一

体的格局。去年，全村接待游客30
多万人次，户均收入3.2万元。

北湖区按照“优势互补、互利双
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引导企业与
村庄结对，发展农业产业、乡村特色
旅游等。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等
模式， 先后建成特色农产品基地50
多个，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80余家，
并建成了三合、塔水、小埠等3个全
市统筹城乡发展示范村。目前，全区
已有85家非公企业与115个村组结
成共建对子，实施开发项目95个，投
入开发资金12亿元， 惠及农民7.8万
人。

北湖区村企结对开发掀热潮
已投入资金12亿元，开发项目95个

本报12月25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阳鑫 彭彬 ） 今天上午10时
12分， 长沙市第 10条湘江过江通
道———南湖路湘江隧道正式通车， 众
多市民驾车感受3分钟过江的畅快。

南湖路湘江隧道2011年3月正式开
工， 2011年12月26日盾构机始发。 盾
构机4次穿越湘江大堤， 多次穿越地质

构造裂隙带、 侧穿溶洞、 中强风化岩
层、 河西漫滩浅覆土地段等复杂地层，
未发生任何质量安全事故。

作为全省第一条盾构过江隧道， 南
湖路隧道和其他方式开挖的过江隧道最
直观的不同在于优良的防水性。 到目前

为止， 隧道内还未出现明显渗水。
南湖路隧道也是我省第一条设有立

体逃生通道的隧道。 行车道的地下被设
计为逃生通道， 隧道内每隔80米就有一
个逃生通道入口。 假若碰上火灾等灾害
发生， 乘客只要就近揭开逃生通道入口
盖板， 就可以从滑梯上滑下去， 瞬间到
达逃生通道迅速往外跑出。

长沙市第10条湘江过江通道

南湖路湘江隧道通车

◎责任编辑 刘凌 王亮 版式编辑 李珈名◎

通过创新武术教学理念和模式，
湖南师大附中让这项国粹真正在学生
心中“生根发芽”，使之成为一种终身
受益的生活方式。

创新武术教学模式
邓素在湖南师大附中从事了5年

武术教学， 谈到武术在校园中的进一
步推广，她认为有“三难”。

首先是项目本身吸引力的问题。
为什么许多中小学生喜欢跆拳道而不
是武术？邓素认为，跆拳道的规则相对
简单，入门的周期性短。而武术种类繁
多， 刀枪棍棒及各种拳术哪一种进校
园？怎么进？各方有不同的意见。其次，
目前中学体育教师缺口较大， 有专业
武术功底的体育教师更是凤毛麟角。
再者，缺乏统一的国版教材，各学校多
为自编的“土教材”，没有规定的动作、
标准，这些都不利于武术的推广。

作为现代教育实验学校建设试
点，湖南师大附中一直秉持“学校体育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切入点和突破
口”的教学理念。校长谢永红认为，武
术不仅具有身心教育功能， 更是学校
教育创新、 特色发展的有效载体和途
径。面对武术推广的难题，师大附中迎
难而上，从2007年开始系统地引入武
术课程，武术作为选修课，纳入学分管
理。 根据现有师资配备和学生的具体
情况， 师大附中将武术课程分为选修
班和提高班， 其中选修班由学校体育
老师上课， 提高班则采取与社会力量

湖南仁山青少年武术俱乐部合作的模
式，由专业武术教练授课。

谢永红介绍， 这种合作办学的模
式，既利用了学校的优良设施，又发挥
了俱乐部的优秀教练员、 训练方法与
经验的优势，整合双方优势资源，有效
缓解了体育教师匮乏和专业体育教学
缺失的问题。

随着教育理念和模式的创新，武
术在校园中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根
越扎越稳，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生根发芽”终身受益
廖伊凡是师大附中高三1123班

的女生，在12月17日的展示现场，她表
演的一套长拳，舒展大方，动迅静定。
想不到，这个女生，练习武术的时间仅
1年。

在“发展个性，着眼未来”的课改
理念指导下， 师大附中构建了融基础
性、 拓展性于一体的具有校本特色的
体育与健康课程体系，使学生形成“兴
趣—爱好—专长—习惯”的发展模式，
为培养全面发展、 个性优良的学生奠
定扎实基础。在师大附中，学生不仅学
习成绩优异， 像廖伊凡一样通过武术
训练强健体魄， 拥有一两项体育技能
的学生大有人在。

为了推广武术， 师大附中还制定
了一个特别的规定———每个学生在高
中3年必须选修一次武术选修课， 从而
使每位学生会武术， 懂武术。 现在，
师大附中每学期选修武术的学生超过
了200人。

邓素认为， 学校的武术教学不同
于传统的武术培训， 通过必修、 选修
二个课程模块的学习和实践， 能够使
每位学生懂得武术礼仪和武术文化。

通过武术学习， 学生的悟性更强，
学习效率也有提升。对于老师武术教学
中强调的“一秒钟概念”，高三的何佳妮
和同学这样分享她的心得： 一秒钟很
短，稍纵即逝，但有时候也会显得很漫
长———站弓步的训练很枯燥，每到了想
放弃的时候，耳边就会想起老师的声音

“再坚持一秒！”多坚持一秒，就是自己
的一次进步，也是对意志的一次磨砺。

“习武的最大收获， 就是磨练了他
们的意志品质， 习武修身的良好习惯一
旦‘生根发芽’， 将使他们终身受益。”
邓素介绍， 师大附中许多学生进入大学
后， 仍会坚持每日练武的习惯。 2011年
考入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的谭方园通过
坚持习武， 具备了很好的适应能力， 较
快地完成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
换。 在清华园， 他团结许多同学加入武
术社团， 在校园里积极传播中华武术。

师大附中武术班的毕业生建立了
一个QQ群， 有多名同学通过寒暑假
完成了骑行西藏的壮举。 今年考入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罗冲凌最近给邓素
打来电话， 寒假他要回母校继续练习
武术。

武术如何扎根校园
———来自湖南师大附中的报道

本报记者 谭云东

推动武术热校园

图为湖南师大附中学生在演练棍术。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预计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迈上3万亿台阶，全部工业增加值有望突破万亿大关
●预计电子信息、新材料、汽车三大产业主营收入分别可达2000亿元、4000亿元、1500亿元
●全省产值过千亿园区达到4家，两化融合发展综合指数预计达到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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