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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集结号

三湘快语

海关， 是对外开放最直观的
窗口。 长沙海关在我省唯一的出
口加工区———郴州出口加工区深
化业务改革，为园区企业大做“减
法”， 精减审单作业量，优化通关
流程，削减通关时间，打造便捷高
效通关体系。

无纸化通关， 让报关审核只需
短短几分钟，且节省大量人力物力；
两单一审，“双报关” 货物单证处理

时间压缩一半； 分批送货、 集中报
关，适用此通关模式的报关单削掉8
成多；“属地申报、口岸验放”每个集
装箱至少可节省运费3000元，国达
有色一年可省运费数百万元。

海关的各种 “减法 ”，有效地
降低了企业通关物流成本， 优化
了企业发展环境，2013年， 郴州
出口加工区在中部6省出口加工
区外贸总额排名中名列榜首。

出口加工区里的通关“减法”

本报记者 杨又华

（一）
占地百余亩的杜鹃园里，品种达

700多个的35000盆杜鹃花正如火如
荼，色彩缤纷，争奇斗艳，让人动心骇
目；占地240多亩的荷花园，此时虽
只见枯荷萧疏，嫩芽初吐，却可想见
夏秋时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
花别样红”的壮景；占地200多亩的
蔬菜博览园， 电脑控制的钢架大棚
里，展示着当今世界最先进的农业科
技———滴灌、雾培、水培、盆栽、东北

草炭机质土……
与这几个园相毗邻的是正在紧

张建设中、即将竣工的其他4个园子：
樱花园、桃花园、兰花园、盆景园，每
个园子，从规模、档次到品种，在全省
乃至全国，均可称翘楚。

驱车往前约2公里， 便进入核心
景区———占地1800亩的生态园。湖光
塔影、廊桥亭榭等40余处景点掩映绿
树丛中。阳光和煦，春风送爽，游行其
间，恍若仙境。七、八个山头，既有平整
的沥青路盘桓而上， 也有僻静的游道
曲径通幽。车道、游道两旁，繁花似锦，
绿树如盖。3万多株日本黑松、红枫、罗

汉松、樱花、桂花、杜鹃等名贵花木，15
万多棵银杏、樟树、水杉、松树等绿化
树木， 把整个生态园装点成了一个芳
香四溢的锦绣世界。 山坳里，6个总面
积达200多亩的人工湖水光潋滟，曲
桥垂虹，曲栏回护，白天鹅、黑天鹅、丹
顶鹤、大雁、黄鸭等珍禽欢舞翔集，给
这个幽静的所在平添无限生机……

（二）
这个“大观园”般美丽的所在，名

叫“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地处长株
潭三市交界处的“绿心”地带，距长沙
市24公里， 距株洲市和湘潭市区10

至12公里， 长株潭城际铁路穿园而
过。 是湘潭市岳塘区按国家5A级景
区标准打造的休闲、观光农业旅游项
目。远期规划面积1万亩，正在建设和
已建成的面积达5000亩， 其中建成
3000亩。目前正在申报国家4A景区。

在长株潭城市群500多平方公里
的“生态绿心”地带“冒”出这样一个大
园子， 参观考察的人们带着好奇和疑
问而来， 留下惊喜和赞叹而去：“你们
为长株潭建了个‘大花园’！”“湘潭旅
游过去有‘红色名片’，现在你们将会
有一张同样闻名的‘绿色名片’！”

（下转9版）

沈德良

公安部123号令实施一年来，湖
南驾驶员交出的案卷可谓有喜有
忧———闯红灯、 不按线路行驶等过
去常见的交通违章现象大幅减少，但
全省有10万多人被一次性扣光12分。
（4月2日《三湘都市报》）

现实而言， 我们正以其他国家
不曾有的速度快速进入 “汽车社
会”，但是与之相应的“汽车文明”明
显“晚点”了。

“汽车文明”是交通文明的一部
分。“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礼让先
行”，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也

折射出社会的文明程度。
汽车文明的形成， 有赖于行之

有效的交通法规， 表现在执行有力
的交通执法与管理，从“醉驾入刑”，
到去年实施“史上最严交规”的新版
《机动车驾驶证申领与使用规定》，
为的是用刚性的法律约束， 框定驾
驶员的行为边界。

谦让出平安,尊重生文明。
作为交通工具 ，汽车不仅可以

承载每一个公民 ,而且要承载公民
意识一起走 , 承载社会文明一起
走 。因此 ，养成文明出行的社会风
气，更重要的是将自觉遵守法规内
化于心。

本报4月2日讯（记者 唐爱平）
今天， 中联重科宣告正式完成对德
国M-TEC公司并购项目的股权交
割。M-TEC公司正式加入中联重
科大家庭。借助并购整合的优势，中
联重科将重塑中国干混砂浆设备市
场格局， 抢占干混砂浆设备百亿市
场先机。

德国M-TEC公司成立于1978
年， 是全球干混砂浆设备领域的第
一品牌。 世界第一台搅拌机和搅拌
泵、第一个干混砂浆移动筒仓都诞生
于此。该公司产品已覆盖干混砂浆搅
拌站设备和干混砂浆施工设备，产品
销往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

（下转7版①）

本报4月2日讯（记者 孙敏坚）
今天上午，市州党政正职、县市区委
书记和省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全面
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在省委党校举
办辅导讲座， 邀请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就深化经
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深入
系统的解读。 讲座由省委副书记孙
金龙主持。

省领导陈肇雄、 张文雄、 张硕
辅、黄兰香，省长助理袁建尧出席。

杨伟民长期以来从事国家中长
期规划和宏观政策研究制定等方面
的工作， 先后参与了党的十八大报
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
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等的起草工作。

杨伟民紧密结合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以“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为题，从“扎实
推进做好今年的改革工作、 牢牢把
握《决定》的基本精神、充分认识新
一轮改革时代背景”三个层面，深刻
阐述了新时期下我国在经济体制和
生态文明体制方面的改革策略、改
革任务和改革方案等。他指出，当前
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主线是要让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要清晰界定政府的职责和作用，要
公平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 要积极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要建立统一
完善的现代市场体系， 要稳妥推进
农业和农村改革， 要建立系统完善
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下午， 各小组围绕辅导报告进
行了分组讨论。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柳德新
实习生 汤晓旭） 我省着手改革贫困
县考核机制，由主要考核贫困地区生
产总值向主要考核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转变，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
减少贫困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
《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
发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实施意

见》”），强调创新扶贫开发工作机制，
扎实解决突出问题。

《实施意见》提出，在国家和省扶
贫开发工作重点（片区）县（简称“重

点县”）进行考核机制改革。
（下转7版②）

本报4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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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籍台商、中睦
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郭亚陶一行。

“欢迎你们带着乡情亲情友情
回到家乡。”徐守盛说，近年来，湘台
两地经贸合作日益紧密， 人员往来
更加密切，文化交流越加频繁，一大
批台资企业在湘发展势头良好。“亲
戚越走越亲！”徐守盛表示，湖南当

前正在推进全方位改革， 加快发展
开放型经济， 欢迎广大台商和海外
客商来湘投资兴业。

“我祖籍湘潭，是湖南人，任何
时候我心里都记挂着家乡。”郭亚陶
说， 近年来湖南的发展变化令人惊
叹，希望能够为宣传、推介湖南，促
进两地交往合作出一份力。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李
微微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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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梦“两型”绘新图
———岳塘盘龙现代农业示范园见闻

徐守盛会见郭亚陶

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
举行辅导讲座

杨伟民作专题报告 孙金龙主持

文明需内化于心

中联重科完成对德国
M-TEC公司并购交割
抢占干混砂浆设备百亿市场先机

我省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
不再主要考核生产总值， 而把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

人口数量作为主要指标

本报4月2日讯 （记者 王茜 ）
今天上午， 湖南烈士公园烈士塔
前，松柏苍翠、哀乐低回，气氛格外
庄严肃穆。由长沙市委、长沙市人

民政府、长沙警备区主办的“发扬
传统承大业 同心共筑中国梦———
我们的节日·清明” 公祭在这里举
行。包括烈士家属、中小学生在内

的社会各界人士逾千人，共同缅怀
先烈、祭奠英灵。

公祭活动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
开帷幕， 全体人员肃立在巍峨的烈

士塔前默哀一分钟。 然后向革命烈
士敬献了花篮，并三鞠躬。公祭仪式
结束后， 长沙志愿者们在现场开展
了扫墓等志愿者服务活动。

公祭英烈

4月2日上午，湖南烈士公园，学生们手拿红旗和鲜花，面向烈士纪念塔，缅怀革命先烈们的丰功伟绩。 本报记者 田超 摄

以图片记录历史， 用画面传递
美好。从今天起，本报推出摄影专刊
《湖南图志》，敬请关注。

爱心无限映晚霞
———肖光盛老人24年帮助702人的故事

本报记者 贺威 段云行
通讯员 廖鹤松

一位84岁的老党员， 退休24年
来以助人为乐，先后筹集善款562.79
万元， 帮助了702名有困难的人，他
的义举感动了娄底， 他就是被称为

“娄底活雷锋”的肖光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目前，肖光

盛正向“有生之年发动100万人、捐助
1000万元，帮扶1000人”的目标前进。

这是怎样的一个老人啊？３月下
旬，记者跟踪采访肖光盛老人，记录

了一个执着、坚毅的老者行善途中的
点点滴滴。

“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
就算把我当成叫花子，我也要
‘讨出’一个大写的人字”

1991年6月，肖光盛光荣退休了。
退休后，他也经历了绘画、种花、照相、
写写人生格言消磨岁月的日子。但很
快他就从这种日子中发现缺少了点什
么。于是，退休不久，他就把主要的时
间投入到了帮助别人上，从助人中得

到精神愉悦，消除退休后的失落。
雨后的涟源三甲乡湄水村沉浸

在蒸腾的水汽中，双目失明的梁银桂
一人守着一个家。7年前，她丈夫意外
去世， 这对还要抚养3个女儿成人的
这位农村妇女来说， 无异于晴天霹
雳。3月21日，肖光盛第8次来这里看
望梁银桂一家。

“不是肖伯，我也许早随丈夫去
了。”2007年，肖老首次来到梁家。从
此，梁家就成了肖老不尽的牵挂。7年
来， 在肖光盛老人的四处奔走下，梁
银桂家的危房变成了红砖水泥屋，两

个女儿在爱心人士的资助下完成学
业，已成家立业。现在，经肖老搭桥，
长沙的爱心人士吴美凤还每年给这
个家庭1.3万元的资助， 直到小女儿
大学毕业。

幸运的不止梁银桂一家。1991
年，肖光盛和老同志们走访了涟源市
20个乡镇、 办事处的近100个贫困
村，挨村挨户摸底，摸出了100多户
亟需帮助的病、残、孤等特困户，一一
造表登记。此后的10年间，肖光盛走
机关、进企业、到学校、访农村，奔波
忙碌，乐此不疲。 （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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