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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郭云飞 李礼壹
石科圣）曾被评为“国家森林城市”、“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中国杰出绿色生态城市”的益
阳市，近日再次获得殊荣：入选“亚洲金旅奖”
首批十大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首批最美
生态旅游目的地。

益阳东临长沙， 西接常德， 背靠雪峰
山，怀抱洞庭湖，区位优势明显，生态资源
丰富。近两年来，该市以“打造环长株潭城
市群生态休闲名城， 建设湖南最有影响的
生态休闲度假目的地”为目标，投资30多亿
元， 推进中心城区、 安化雪峰湖暨梅山文
化、南洞庭湖湿地、桃花江美人窝、大通湖
水域等休闲生态旅游片区建设。 现已建成

开放的旅游区（点）有60多处，其中，国家A
级以上旅游景区和省级以上工农业旅游示
范点31个。发展各类乡村旅游区（点）130余
处，有星级农庄近200家、农家乐1000多家，
形成了集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特色旅
游。

漫步益阳中心城区， 领略梓山湖的湖光
山色，观赏资江两岸的旖旎风光，追寻三国古
城的历史印记，感受会龙山的佛教文化，到奥
林匹克公园过一把健身瘾， 到鱼形山水库游
湖、垂钓，你会觉得轻松而愉悦。而茶马古道
的古韵遗风，蚩尤故里的神奇诡秘，雪峰湖地
质公园的奇特秀丽……会让你感到“神韵安
化”名不虚传。南洞庭湖湿地的岛屿汀洲、珍

稀物种、文物古迹和动人传说，诠释着“我国
湖光胜景第一处”的独特风韵。大通湖的环湖
景观、 水上乐园等， 也成了许多游客向往的
“梦里水乡”。

为推介“丽都益阳”，益阳积极组团参加
国际国内各类旅游节会，举办了黑茶文化节、
竹文化节、洞庭渔火节、大闸蟹美食节、梅山
文化旅游节、乡村生态旅游节等，并加大宣传
力度，全方位提升知名度、美誉度，吸引内地
与港澳台以及东南亚、日、韩等国家和地区的
游客。 去年， 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2538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0.5亿元，分别比上年增
长16.3%、17.1%；今年头4个月，旅游总收入同
比增长22％。

5月26日，“锦绣潇湘·快乐湖南”首届原创旅游歌曲大赛和首届旅游摄影大赛成果推广
会在长沙举行。两大赛产生了一批代表湖南旅游整体形象的歌曲和摄影作品。歌曲大赛评
选出了10大湖南旅游金曲和10大湖南旅游优秀歌曲， 摄影大赛评选出了150幅获奖摄影作
品。图为成果推广会上精彩的文艺节目演出。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
第九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21日落下
帷幕。记者今天从省商务厅获知，中博会期
间， 我省签约内、 外资项目总投资额高达
1129.2亿元人民币。

围绕“开放合作、转型发展、振兴崛起”
的主题，聚焦投资与贸易合作，中部六省在
本届中博会上集中展示了整体形象。三天会
期，我省发布了574个招商项目，投资总额过
万亿元。推介会第一天，就吸引100多家企
业洽谈，包括16家世界500强企业。据省商
务厅统计，中博会期间，我省共签约外资项
目21个，总投资额199亿元；签约内资项目
90个，总投资额930.2亿元。

我省主办的“湖南省汽车零部件产业推
介会”， 专题展示了全省汽车零部件产业的
优势，43个汽车零部件重大招商项目集中亮

相，投资总额为699.23亿元，其中投资额10
亿元以上项目12个， 投资额达511.86亿元，
引起了强烈反响，108家境内外汽车零部件
企业前来咨询洽谈。

湖南形象馆同样孕育无限商机。比亚迪
长沙工厂生产的新能源汽车、富士康衡阳工
厂生产的大屏幕LED液晶显示屏、南车株洲
公司中低速磁悬浮列车模型等实物展品吸
引了众多客商。“原来3D打印是这样的。”在
湖南华曙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展位上，俄罗
斯商人亚历山大看完该公司研发的3D打印
机演示全过程后， 竖起大拇指， 主动上前
交换名片表示合作意向。 华曙高科董事长
许小曙说， 在展会上咨询的客商已超过
3000人，有深度洽谈合作意向的客商超过
200人，现场签下订单4台，火爆程度令他
意外。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李娟）5月31日至6月3日，2015年湖南
（香港） 投资贸易洽谈周（以下简称“港洽
周”） 将在香港和珠三角地区同时举行。今
天，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我省将重点带
着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新型城镇化等领域的项目到香港进行招商

引资。
“这几个领域项目成熟、优势明显，具有

很强的可投资性。” 省商务厅副厅长罗双锋
表示，目前我省已开发招商项目556个，项目
投资总额10896亿元人民币，本届“港洽周”
无论是签约项目数量还是投资总额，与上届
相比都有望实现翻番。 （下转5版③）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
讯员 陈潇）今天，全省人大机关信息化建设
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李连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蒋作斌
出席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彭宪法主
持会议。

会议明确了当前人大机关信息化建设
的主要任务是，依托国家电子政务内网和外
网，建立面向人大代表、社会公众、机关工作
人员的网络交互平台，逐步推进人大主要业

务应用系统建设，基本形成全省人大系统信
息和网络安全保障体系，为人大及其常委会
依法行使职权、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提供
优质的信息服务和保障。其中，至今年年底，
全省设区的市、自治州人大机关要力争全部
建立门户网站；到2016年年底，县（市、区）人
大机关基本建立门户网站，并积极推动乡镇
（街道）人大建设门户网站。

李连宁在会上以“加快推进人大信息化
建设”为题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下转5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李光 滕珊珊

“艰苦朴素，不搞特权，为民服务。”这是
孙媳妇郭香菊对爷爷滕代远家风的描述。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第一任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有5个儿子， 其中大儿子
滕久翔留在老家麻阳。5月25日，记者来到滕
久翔位于麻阳县城的家中，听其儿媳妇郭香
菊讲述滕代远的家风故事。

艰苦朴素是传家宝

滕久翔家墙上还保留着去年洪水淹过
的痕迹。 堂屋正中挂着滕代远大幅黑白照
片。屋里没有经过装饰，简单、简陋，但里里
外外收拾得干净整洁。

滕久翔已去世多年，他的儿子滕树生常
年患病，接待我们的是他的儿媳郭香菊。

“说起我们家的家风，首先就是艰苦朴
素。” 郭香菊开门见山地说，“这在爸爸去北
京认父中最能体现。”

滕久翔刚出生8个月， 滕代远就当兵去
了，一直未回。1950年2月，滕久翔得知父亲
担任铁道部长，第一次到北京认父，见到了
离别27年的滕代远。滕久翔回麻阳，滕代远

夫妇送他到大门口，给
他一个大布包。滕久翔
回到家里打开包一看，
都是些旧衣服，家里人
很失望。滕久翔的祖母
问：“家里这么困难，你
父亲没给点钱？” 滕久
翔说：“到辰溪下车时，
只剩一块五角钱了，回
家的路程还远一点，只
能饿肚子了。” 祖母听
了，笑着说：“账算得蛮
精哩，胡椒没得一粒，倒找3斤姜。”

“爸爸在世时经常告诫我们，要艰苦朴
素、勤俭持家，说这是爷爷给我们的传家宝，
不能丢。”郭香菊告诉记者，到现在，家里一
直坚持勤俭节约。 她也教育自己的一双儿
女，不跟别人攀比，要艰苦朴素。她的儿子滕
丹一家3口如今还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

不能为自己的亲属谋私利

滕代远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不允许搞
特殊，不准给国家添麻烦，要求孩子们一步
步走好自己的人生路。

（下转5版①）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 ）销声匿迹多时的霾忽然又现身，让原
本惬意的初夏天气变得不那么完美。省气象
台称，今晚起，省内降水增强，有望缓解空气
污染， 不过27日部分地区仍有轻到中度污
染。

一般来说，雾霾天气冬季多、夏季少。因
为冬季气团稳定、 易出现长时间静稳天气而
形成雾霾；夏季雨水充沛，雨水对空气中的灰
尘等污染物起冲刷作用， 不利于雾霾天气的
形成。不过，也不能简单地以为夏天就没有雾
霾了。由于近日天气静稳，霾又开始现身。昨
天下午，湘东、湘中部分地区出现霾并持续发
展，今晨，长沙、湘潭等地出现中度霾，导致能
见度下降，同时空气质量急剧下滑。据监测数
据，今天上午10时，长沙、娄底空气质量指数
分别为212、280，属重度污染，此外，湘潭、株
洲等5市均达中度污染。

省气象台预计，26日至30日白天，全省多
雷雨天气， 湘中以北降雨较强， 局部大到暴
雨。专家提醒，今晚随着降雨的增强，空气质
量有望好转，但27日长株潭等地霾或将持续，
空气污染较重，大家最好减少外出时间，加强
防护。

生态家园 休闲胜地

大美益阳等你来

中博会湖南“吸金”
超1100亿

“港洽周”将重点推介新兴产业项目
有意引入国际一线品牌销售展示中心、国际顶级酒店

省人大部署机关信息化建设
明年底省市县三级人大机关全部建立门户网站

月桂聊天

夏天也有霾，
请多防范

“不要靠老子，自己闯路子”
———新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家风故事

5月26日中午 ，
方正证券长沙留芳
岭证券营业部 ，投
资者开心地聊股市
行情。 继本周一连
破4700、4800两大关
口之后， 周二沪指
跃上4900点 ， 报收
4910.90点，创7年以
来新高， 日K线7连
阳， 两市成交额再
超2万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沪指突破
4900点

湖南日报5月26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与14个市州
的市（州）长在各自办公室，通过远程视频系
统开了一场特别的会议。这标志着湖南正式
启用省市（州）长工作调度视频系统。杜家毫
要求，从省政府自身做起，带头利用信息化
手段转变工作作风，节约行政成本，提高办
事效率，更好地开展政府各项工作，加快推
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去年12月，省政府与中兴通讯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 共同推进湖南信息化等领域建
设。搭建省市州长工作调度视频系统，便是
双方合作具体化项目之一。

“过去请大家来省政府开会，大部分时
间都浪费在路上。”杜家毫说，通过这套视频
系统，今后如当月经济形势分析、防汛抗旱、
应急抢险等工作，省政府主要负责人与相关
市州的市（州)长就可实时沟通交流和调度，
有效节约了行政成本， 提高了行政效率，工
作部署也更具时效性和可操作性，有更多的
精力用到工作上。

今天的视频会上，杜家毫主要就1至4月
经济形势、防汛和安全生产、基本建设、港洽
周筹备、扶贫、机关事业单位工资调整等当
前主要工作，与各市（州）长探讨交流、部署
任务。他说，面对当前持续加大的经济下行

压力，要瞄准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固
定资产投资、 财政收入等主要经济指标，加
强分析研判，精准发力，确保传统产业调速
不失速，促进新兴产业更好更快发展，全力
以赴稳增长。 要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性作
用，加快推进水利、交通等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和重大产业项目建设，以及创新创业园区
“135”工程、“两房两棚”、“两供两治”等项目
建设，以资金落实倒逼建设提速。要一步一
个脚印推进扶贫攻坚，按照先易后难、清单
式管理，确保贫困地区每一个孩子不输在起
跑线上，全面覆盖贫困地区医疗、养老、低保
等基本公共服务，把贫困户与合作社更好地
结合起来， 真正走出符合各地实际的产业
发展路子。 要确保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乡
镇工作补贴6月底前调整到位，更好地调动
广大公务员的积极性，稳定基层工作队伍。
港洽周活动在即， 各市州既要积极招商引
资， 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企业和重大项目的
跟踪和落实； 又要充分学习借鉴香港市政
建设经验， 更好地谋划和推进湖南新型城
镇化建设。 要有力有序抓好当前防汛各项
工作，提前做好抗旱准备，毫不放松安全生
产特别是道路交通安全， 严防群死群伤事
故发生。

副省长黄兰香、张剑飞出席视频会议。

湖南启用省市（州）长工作调度
视频系统

杜家毫要求，用信息化手段更好地开展政府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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