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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肖军 通

讯员 宁志文 艾国华 储永坤）

8

月

10

日，我国第一个槽式太阳能热发电产

业项目在沅陵开建。这一新兴能源产

业项目总投资

8.78

亿元， 建成后可实

现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以上。 怀化工

业实现绿色“转身”再次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

怀化市的决策者认为，实现后发

赶超，大抓工业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可持续发

展的绿色之路。市委、市政府决定，从

今年起连续

3

年开展“工业年”活动，

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绿色新政”，强力

推进新型工业化。

该市提高绿色“门槛”。近年来，

关停污染严重的“五小”企业

272

家，

关闭规模小、消耗大的劣势竹木加工

企业

450

家，

400

多个有污染隐患的外

来投资企业被一票否决。同时，采用

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技

术、工艺和设备。与此同时，依托工业

园区，引进战略投资者，对资源型产

业实施深度开发和集约开发，先后引

来汇源果汁、娃哈哈、泰格林纸等

10

余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入园。由泰格林

纸投资

43.5

亿元的骏泰浆纸项目，使

怀化森林覆盖率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

环保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今年前

7

个月，全市共有

20

余个新能源、新材

料等新型工业化重点项目落户，投资

总额近

200

亿元。

怀化工业企业产能规模连年扩

大的同时，生态环保也得到了持续改

善。今年上半年，全市规模工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

27.3%

， 万元规模工业增

加值能耗下降

9.2%

，市区空气质量良

好以上天数达到

178

天， 优良率达到

98.3%

。去年，该市成为我省首个全国

生态示范市。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邓明 白

培生 通讯员 邝丞才 李秉钧 曾翔）

前不久，永兴县西河企业集团又收到

800

万美元外汇收入。 这是该企业出

口银基触头产品换回来的。 据介绍，

今年上半年， 永兴县

139

家金银企业

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 全面回暖，

金银产业出口总额达

1.68

亿美元，同

比增长

650%

。

永兴县年产白银占全国四分之一

强，被誉为“中国银都”。自前年遭遇金

融风暴以来，白银价格一路下滑，最低

时每吨从

460

万元跌至

120

万元。 全县

金银产业遭受重创， 九成以上金银冶

炼企业减产、停产，出口大幅萎缩。面

对严峻形势， 县里大力改善金银企业

经营环境，从资金等方面给予扶持。县

财政先后安排专项资金

4000

万元，帮

助企业渡难关。同时，通过建设湖南永

兴信用担保公司、城市建设投资公司、

农业发展公司

3

大融资平台，及时为金

银企业“输血”。到目前为止，

3

大融资

平台共为金银企业担保融资

12.6

亿

元。 鑫达银业有限公司就是通过信用

担保公司担保，获得贷款

1200

万元，及

时化解了资金运转难。

永兴县还采取措施，积极引导企

业加快转型升级。近两年来 ，全县共

启动金银产业转型升级项目

50

多个，

总投资达

40

多亿元。永星有色金属冶

炼有限公司通过新上精铟生产线，摒

弃以往“粗提纯”发展模式，走上精深

加工新路， 进一步拓宽了出口渠道。

目前， 公司生产的精铟产品出口日

本 、美国 、英国 、比利时等国家和地

区，企业效益提升了

30%

。

本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周强在长沙会见

了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

联络办公室主任彭清华一行。

周强欢迎彭清华一行来湘考察，

对中联办多年来给予湖南的大力支

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湖南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的决策部

署，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大力推进“两型社

会”建设，全省经济社会实现又好又

快发展，湖南已成为一片投资兴业的

热土。 湖南与香港合作基础良好，经

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随着高

速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湖南与香港以及珠三角的联系越来

越紧密。希望中联办一如既往地给予

湖南关注和支持，不断把湘港合作推

向深入，促进更多的香港企业到湖南

投资，推动更多的湖南企业到香港上

市融资， 进一步加大双方在经贸、文

化、旅游、教育、现代服务业等方面的

合作。

彭清华说，香港回归以来，与内

地联系日益密切， 港湘两地在金融、

环保、现代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

化。随着湖南推进“两型社会”建设进

程的加快和泛珠三角区域的加速崛

起，湖南在区位、产业和资源等方面

的优势不断显现，香港工商界十分看

好在湖南的投资前景，也热忱欢迎内

地企业赴港发展，中联办将继续发挥

好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推动两地交

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泰波参

加会见。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唐婷 ）

8

月

11

日至

12

日，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徐守盛来到常德，入社区、进企业，访

农户，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徐守

盛指出， 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咬定青山不放松，敢为人先不落

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努力把常德

建设成为湘鄂省际经济重镇。

徐守盛一行首先来到常德武陵

区体育东路社区。社区服务大楼里，

就业、社会保障、托老助残等全方位

服务均可一站办理。 徐守盛与社区

负责人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情况，询

问需要政府解决的困难。他说，要提

供更细化、更完善的服务，多渠道帮

助居民就业， 把社区建成温暖的家

园。

在恒安纸业、金天钛业、中联重

科灌溪工业园和湖南中烟公司常德

卷烟厂， 徐守盛走进企业生产车间，

亲切慰问一线员工。金天钛业生产的

高性能钛材料用途广泛，中联灌溪工

业园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塔基生

产基地，常德卷烟厂上半年完成卷烟

缴库总量

42.6

万箱，均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徐守盛说，企业要在行业中占

据领先地位，就必须敏锐捕捉市场需

求，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不断

提升产品附加值。

沿着新修的水泥路，徐守盛走进

鼎城区石板滩镇毛栗岗村，只见花木

葱茏，村容整洁，清新宜人。该村是湘

西北最大的花卉苗木基地，村民年收

入达上万元。 （下转

2

版

①

）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贺佳 ）

8

月

11

日至

12

日， 全省市州政协主席

座谈会在岳阳召开。会议讨论了湖南

省政治协商规程（试行）代拟征求意

见稿（简称《规程》（草案））。省政协主

席胡彪要求，发展好、完善好、运用好

政治协商这一重要的政治制度和民

主形式，加速推进政治协商程序化建

设， 进一步提升政协工作科学化水

平，开创政协工作新局面。

省政协领导石玉珍、阳宝华、王汀

明、刘晓、龙国键、魏文彬、谭仲池、何

报翔、龚建明和秘书长欧阳斌出席。

受省委委托， 从今年

3

月开始，省

政协就推进政治协商程序化建设的问

题，赴省内外广泛开展调研，在此基础

上，形成了《规程》（草案）。座谈会上，

各市州政协主席围绕《规程》（草案）展

开热烈讨论， 提出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和建议。大家一致认为，《规程》（草案）

内容全面、条理清晰，可操作性较强，

将有力促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

议政等政协各项工作的开展。

胡彪认真倾听， 不时插话交流。

他说， 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既

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提升政协工作

科学化水平的必然要求。 （下转

2

版

②

）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四年艰辛圆一梦， 一举成名天下知。

今天上午，省政府在长沙召开中国丹

霞·崀山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新闻

发布会，通报“中国丹霞”成功申遗的

具体情况。受省委书记周强，省委副

书记、代省长徐守盛的委托，副省长

韩永文到会，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崀

山申遗成功表示祝贺。 新闻发布会

上，新宁县公开承诺：崀山景区门票

3

年内不涨价。

我省牵头的中国丹霞项目， 由湖

南崀山、广东丹霞山、福建泰宁、贵州

赤水、浙江江郎山、江西龙虎山联合组

成，其地域跨度之广、参与单位之多，

在申遗历史上还没有先例。 发布会通

报称，自

2006

年以来，“中国丹霞”申遗

主要经历了

4

个阶段： 起步阶段，

2006

年

12

月， 建设部召开会议确定湖南省

建设厅为牵头单位，以“中国丹霞”为

总名称，整合国内丹霞景区联合申遗；

前期准备阶段，

2007

至

2008

年，

30

多家

高校和科研院所， 近百名专家参与技

术论证、申报文本和保护规划编制，国

家部委和各级政府部门给予大力支

持；评估阶段，

2009

年，教科文组织专

家实地考察评估；冲刺阶段，针对不利

情况开展外交公关， 最终在第

34

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表决通过。

韩永文在讲话中指出，崀山进入

世界遗产名录，对进一步提高湖南在

世界上的知名度，助推湖南“两型社

会”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我们必须严格遵守世界遗产公

约，坚持严格保护、统一管理、永续利

用。要按照世界级景区的标准，高规

格、高起点的推动遗产建设，不断提

高崀山的保护和利用水平。要以申遗

成功为新的起点和契机，以保护促进

开发，以开发推动保护，科学规划，协

调发展，谋划好崀山乃至整个湘西南

地区的后续发展。

本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陈亚静）

今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来到

长沙市麓谷高新科技园区和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就生物医药产业

发展进行调研， 并召开全省生物医

药产业发展座谈会。他强调，要进一

步深化思想认识，更新发展理念，坚

持一手抓企业生产经营、 一手抓金

融资本运作， 着力打造一系列拳头

产品，培育壮大一批骨干企业，力争

“十二五”期间生物医药产业跨上千

亿产业台阶。

梅克保一行首先来到位于河西

麓谷的湖南圣湘生物科技公司，该公

司生产的基因诊断试剂比国内同类

产品的灵敏度高出

50

倍，价格却不到

国际同类产品的十分之一。梅克保鼓

励企业负责人进一步加大研发力度，

找准自身优势，充分运用金融资本市

场，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梅克保随后召集省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及科研院所、企业、园区负

责人，就如何加快生物医药产业发展

进行座谈。 （下转

2

版

③

）

本报

8

月

12

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黄春平 张兴林 谭林芳 ）

两岸同祖， 共同祈福 。 今天清晨 ，

炎陵县炎帝陵古乐悠悠 、 馨香袅

袅， “庚寅年 （

2010

） 海峡两岸首

届炎帝神农祭祀大典” 在这里隆重

举行 。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

300

名信众 、 专家学者与祖国大陆

各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祭祀典礼。

本次活动由国台办、 省政府指

导， 省台办、 湖南炎帝陵基金会 、

株洲市政府、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

进会主办。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

联谊会会长郭山辉、 国台办交流局

副局长曲萌、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

进会理事长陈福财出席， 副省长陈

肇雄在祭祀大典中致辞， 省政协副

主席石玉珍宣布祭祀大典开始。

6

时

49

分， 祭祀大典正式开始。

在众人的注视中， 大陆圣火手与台

湾圣火手各执火炬， 共同点燃神农

大殿前的圣火盆， 炎帝圣火立刻升

腾而起， 熊熊火苗象征着海峡两岸

民间文化交融之光， 表达了华夏儿

女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

精神的强烈愿望。 （下转

8

版）

本报

8

月

12

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谭林芳 黄春平 张兴林）两岸

民众共同祭祀炎帝神农将成常态。

今天下午， 炎陵县炎帝陵管理局与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在炎陵县

共同签署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

流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今后双方将建立海

峡两岸炎帝神农拜谒、 祭祀常态机

制， 发挥双方自身优势为游客 （信

众）祭祀炎帝神农氏提供便利服务；

加强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研究交

流与合作，实现研究资源整合、成果

共享，促进炎帝神农文化交流普及；

培育和开发神农文化创意产业，不

定期举行炎帝神农主题文化节与相

关的文化创意产业活动等。

周强会见彭清华

徐守盛在常德调研时强调

努力把常德建成

湘鄂省际经济重镇

胡彪在全省市州政协主席座谈会上要求

加速推进政治协商

程序化建设

梅克保在长沙调研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时强调

一手抓企业生产经营

一手抓金融资本运作

怀化工业实现绿色转身

永兴金银产业全面回暖

上半年出口

增长6.5倍

新宁县承诺：景区门票3年内不涨价

受周强、徐守盛委托 韩永文祝贺崀山申遗成功

两岸民众共同祭祀

炎帝神农将成常态

海峡两岸首届炎帝神农

祭祀大典举行

图为徐守盛考察鼎城区中联重科灌溪工业园。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8

月

12

日，滑水运动员在进行“水上芭蕾”表演。当天，湖南省第十一届运动会赛艇、皮划艇比赛开幕式在资兴市东江湾隆重举行。来自全省

11

个市州

20

支代表队

的

292

名选手将在

10

天时间里展开激烈的比赛。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同文同种血脉相连 弘扬中华民族文化

■

加快“转方式” 着力促“两型”

■

加快“转方式” 着力促“两型”

万元规模工业增加值

能耗下降9.2%

省十一运赛艇皮划艇开赛

相关报道详见

12

版

相关报道详见

9

版

安江农校纪念园挂牌

“帮一把就有可能

是个好公民”

详见

8

版

详见

2

版

“从我做起 向我看齐”

详见

10

版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衡阳

市

33.8

万党员庄严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