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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

本报记者 李伟锋

“推进‘四化两型’，是省委、省

政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全

省科学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选

择。”近日，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主任谢超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四化”中排第一的就是“新型

工业化”， 如何继续推进工业转型

升级； 如何突破资源环境约束，保

持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 ”作用

等，是省经信委面临的重要课题。

“自

2006

年提出新型工业化带

动战略，一大批基础好 、前景好的

优势产业快速崛起。” 谢超英向记

者介绍，

2009

年全省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37.2%

， 对全省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

50.3%

。 站在这

个新高地，湖南工业该如何继续发

力？ 这是谢超英一直思索的问题。

“继续推进新型工业化， 是我省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两型社会’

的重要途径，也是调整优化产业结

构的首要任务 。” 他告诉记者 ，省

经信委将在继续加速推进新型工

业化上下工夫，加大技术改造和自

主创新，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大力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 扶持

发展中小企业， 构建具有湖南特

色的现代产业体系。

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方面 ，

按照加快产业“两型化”的要求，

推进一批投资

10

亿元以上的重大

项目。 支持具备条件的企业建设

国家级和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组

织有条件的企业实施重大科技专

项、产学研专项和重点科技项目，

攻克一批关键共性技术， 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和产业整体实力。

“‘新型工业化 ’与 ‘两型社

会’建设相辅相成 。”谢超英表示 ，

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 、技术及必

要的行政手段，继续抓好重点行业

落后产能淘汰，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两型”产业腾出发展空间，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发展质量。今后，新

型工业化引导资金、技术改造资金

等，都将向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倾

斜。尽快培育发展一批支柱产业和

先导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尽快形成

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推进新型工业化与信息化融

合也是我们的重要任务。” 谢超英

说，要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 “倍增

器”作用，开展传统产业信息技术

改造 ， 支持企业加大信息技术应

用， 提高生产工艺和管理水平，增

强产业发展竞争力。

“发展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也

很重要。”采访接近尾声，谢超英加

重语气说，将继续实施“小巨人”计

划、中小企业“百千万”工程，重点

培育一批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使

之成为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

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的重要力

量。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史学慧）

近日，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发出通知，要求各市州委，各市州人民

政府， 省直机关单位切实做好

2011

年

度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

●

各级党委负责同志要亲自部

署、抓好落实；党委办公室（厅）和组

织、宣传、邮政等部门要密切配合，

努力做好

2011

年度全省党报党刊发

行工作

通知指出， 党报党刊是党和人民

的喉舌， 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 是引导社会舆论的重要阵地。

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不断扩大其

覆盖面和影响力， 充分发挥其舆论引

导作用， 对于巩固党报党刊在意识形

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加强和改进党的

宣传思想工作，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以马克思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继续解放思

想 ，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推进

“四化两型 ” 建设 ， 实现富民强省 ，

构建和谐湖南 ，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各级党委 、 政府及各部门一定

要高度重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 加

强领导 ， 明确责任 ， 确保主要党报

党刊发行工作持续稳定发展 。 各级

党委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 、 抓好落

实 ； 党委办公室 （厅 ） 和组织 、 宣

传 、 邮政等部门要密切配合 ， 努力

做好

2011

年度全省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

落实订阅范围 确保稳定增长

●

列入

2011

年度全省党报党刊

发行范围的是 《人民日报》《求是》

《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湖南日报》

《新湘评论》和各市州党委机关报

通知明确， 列入

2011

年度全省党

报党刊发行范围的是：《人民日报》《求

是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湖南日

报》《新湘评论》和各市州党委机关报。

各级党委、 政府和有关部门要认

真执行省委、 省政府关于主要党报党

刊订阅范围的规定， 确保主要党报党

刊的发行数量持续稳定。《人民日报》

《求是》《湖南日报》《新湘评论》等主要

党报党刊要订阅到全省各级党政机

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处、科、室，

国有企业的处（科）室、车间，大中专院

校及所属系（院、室），城镇党支部、中

小学校和农村有条件的学校，公安、工

商、 税务系统的基层所及其他垂直管

理行业系统基层单位的党组织， 规模

以上新经济组织和有条件的新社会组

织的党组织，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级

建制以上单位的基层党支部。 核定公

费订阅报刊最高限额

500

元的村要订

阅《湖南日报》。宾馆、民航、铁路、航运

和邮局、银行、证券交易所等人员流动

较大的场所， 要摆放一定数量的党报

党刊供读者阅读。

在确保完成 《人民日报》《求是》

《湖南日报》《新湘评论》等主要党报党

刊发行任务的同时，还要参照《人民日

报》《求是》的发行要求，做好《光明日

报》《经济日报》的征订发行工作，保证

发行量稳定。要充分认识《中国日报》

《新华每日电讯》在宣传推介湖南中的

重要作用， 把其作为中央重要党报来

对待， 积极做好发行工作。《中共中央

办公厅通讯》征订工作，按中央和省有

关文件的规定办理。

要继续执行省直机关单位党报党

刊发行牵头负责制。 在长沙的省直单

位和中央在湘单位的主要党报党刊征

订工作由省直机关工委牵头； 在长沙

的直属高校的主要党报党刊征订工作

由省委教育工委牵头； 在长沙的省管

企业的主要党报党刊征订工作由省国

资党委牵头； 在长沙市区的省管星级

宾馆和旅游接待场所的主要党报党刊

征订工作由省旅游局牵头； 不在长沙

的省直单位、中央在湘单位、省属高校

和省管企业由所在市州负责。

落实订阅经费 严肃订阅纪律

●

除党报党刊可以通过党的

组织系统开展统一征订外， 其他报

刊一律由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自愿

选择、自费订阅，不得以任何形式下

达征订指标， 不得以任何方式摊派

或变相摊派发行

●

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

和纪委处级以上领导干部， 要带头

自费订阅主要党报党刊

通知强调， 各地要认真贯彻中宣

部、国务院纠风办、新闻出版总署《关

于开展规范报刊发行秩序工作的通

知》和省委宣传部、省纠风办、省新闻

出版局 《关于进一步规范报刊发行秩

序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做好报刊治理

工作， 规范党报党刊在基层发行的种

类和范围， 正确处理订阅党报党刊与

其他报刊的关系， 统筹安排， 保证重

点。 （下转

5

版

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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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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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讯 （记者 匡玉 朱

章安 通讯员 王登峰 旷懿 刘魁春）

“有了信用社的这笔贷款支持， 我的

种养规模可以再扩大 ， 利润要比去

年增加五成。” 近日， 衡阳县西渡镇

英南村养殖专业户李业井从信贷员

手中接过

30

万元贷款时 ， 抑制不住

内心的激动 。 在衡阳县 ， 像李业井

这样依靠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贷支

持 ， 发展特种养殖和创办农产品加

工企业的农民有

500

余人， 年总产值

近

20

亿元。

近年来， 衡阳县农信社紧紧围绕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 加大对 “三农”

贷款投放力度， 对涉农中小企业实行

重点支持。 到

8

月底止， 今年全社涉

农 贷 款 达

23

亿 元 ， 占 贷 款 总 额 的

91.3%

， 占全县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

98%

。 几年前， 西厢米业只是一家小

型米加工厂 ， 受加工设备和资金制

约， 难以做大做强。 信用社客户经理

得知情况后， 按其发展规模逐步提高

授信额度。 现在， 西厢米业成为该县

一家大型米业加工企业 ， 年产值达

5000

万元。

该县农村信用社一改过去 “春

放 、 秋收 、 冬不贷 ” 的传统放贷模

式， 推行 “背包银行进农家”， 建立

了常放常收创效益的信贷管理理念，

缓解了农民 “贷款难”。 对涉农企业

实行仓单、 门面、 订单等抵押方式，

对其业务结算、 资金汇划、 信贷服务

等实行 “一条龙” 服务， 有效支持了

“农字号” 企业快速发展。

贴心服务 “三农”， 使该县联社

的自身规模、 经营效益也实现了快速

发展， 资产质量得到提升。 今年

1

至

8

月， 该社各项存款余额

43.5

亿元， 比

年初增加

6.37

亿元； 不良贷款比年初

下降

1.86

亿元， 同比下降

15.1%

。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通讯员 彭鹤

鸣 申湘东 张亦斌 李定军 记者 蒋

剑平 赵成新）

10

月

16

日， 邵东县

28

名乡镇卫生院骨干医师在县人民医院

完成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床技能跟班轮

训。 这是邵东县探索医疗改革， 增强

基层公共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一个缩

影。

邵东现已建立健全了以县级医

院为龙头 、 乡镇卫生院为骨干 、 村

卫生室为龙尾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

服务网络 。 通过开展县帮乡 、 乡帮

村的管理对接 ， 使

28

个乡镇卫生院

的骨干医师参加县级医院临床跟班

培训 ，

997

个村卫生室的 “赤脚医

生 ” 参加乡镇基础轮训 ， 实现 “城

乡对接 、 服务互动 、 技术互促 、 资

源共享”； 同时， 县级医院医疗专家

定期下乡镇卫生院会诊 、 乡镇卫生

院技术骨干下村卫生室会诊 ， 共同

攻克诊断难题。

在县委书记周国利的亲自支持

下， 近两年， 该县人民医院先后新建

了多功能门诊大楼和现代化外科住院

楼， 新增核磁共振等高新尖端医疗设

备， 新增

13

间净化手术室， 大大缓解

了病人做手术排队的现象 。 另一方

面， 县里将过去

45

所乡镇卫生院优化

整合为

28

所， 各级财政每年预算投入

近亿元， 为乡镇卫生院建起了门诊楼

和新病房， 并建起了合格的村级卫生

室

997

所。 目前， 县级医院接诊的病

人在成功手术脱险后， 也可选择就近

方便的乡、 村医院或诊所进行康复治

疗， 从而做到了 “小病不出村， 大病

不出乡， 重病不出县”。 截至今年

9

月

底， 邵东县、 乡、 村三级医疗机构的

业务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8.6%

， 县

人民医院的门诊接诊病人达

32

万多人

次， 名列全省县级医院前茅。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刘志恒）

10

月

13

日， 记者

从岳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获悉，

该市计划投入

3.84

亿元治理南湖，

预计到明年

6

月， 将不让一滴污水

注入南湖，还南湖亮晶晶的本色。

南湖是岳阳市城区的一个内

湖，水体面积

11.83

平方公里，相当

于

2

个杭州西湖。

1988

年至

1999

年，

先后有

7

次国际国内龙舟大赛和

8

次全国性水上运动比赛在南湖进

行，

36

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游客

1.3

万人次及国内游客

600

多万人次来

南湖观光。国际友人亲切地称呼她

为———东方日内瓦湖。但之后随着

城市发展步伐的加快 ， 环南湖周

边，每天

57

个排污口奔流不息地向

南湖排放废水约

7

万吨， 水体水质

属于五类或劣五类。不少游客重游

南湖时掩鼻叹息。

近两年来， 岳阳市把解决南湖

水污染问题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提

出 “不让一滴污水注入南湖” 的目

标。 国家开发银行向岳阳环南湖截

污管网工程建设提供

3.84

亿元全额

贷款。 工程内容包括金东门截污主

干管工程、求索路顶管工程、黄梅港

污水处理厂、 羊角山垃圾处理厂封

场工程等

9

项子工程。 工程竣工后，

将彻底解决污水直排南湖问题。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易禹

琳）中国历史上神秘的三大古国 ，

楼兰古国消失在沙漠 ， 大理古国

成为了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 夜郎

古国难道只剩下 “夜郎自大 ” 这

句成语？ 昨天下午 ， 新晃侗族自

治县在长沙召开了 “夜郎古国 ”

策划评审会 ， 宣布将斥资

50

亿重

建夜郎古国。

夜郎国的历史 ， 大致起于战

国，至西汉成帝和平年间 ，前后约

300

年。之后古夜郎国神秘消失。近

年来，关于夜郎的所在地问题一直

存在争议。处于湖南“人头形”版图

鼻尖上的新晃， 汉代属夜郎国。唐

代曾设夜郎县。其后一直名为晃县

或晃州。清道光五年编纂的 《晃州

厅志》序载： “晃州， 古夜郎国”。

现新晃夜郎文化遗风犹存 ， 是我

国当今稻作文化 、 鼓楼文化 、 巫

傩文化保存最完整的地区 ， 盛行

“竹崇拜 ”、 “鸟崇拜 ” 与斗牛 、

斗狗、 斗鸡等风俗。 据介绍， 整

个 “夜郎古国”的策划以重现夜郎

文明为初期目标， 包括夜郎古国、

夜郎大峡谷、燕来寺、

氵

舞水长廊

4

大

战略组团 ， 共有

20

个主题景区 。

其中夜郎古国组团的宫廷文化景

区、 民俗风情景区 、 万国使馆景

区、 时尚娱乐景区 、 雀巢农耕景

区、 创意集中营区等都为游客参

与体验性项目。 （下转

5

版

①

）

本报

10

月

17

日讯 （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刘友芳 肖初明）

10

月

15

日， 是上海世博会太空家园

馆日。当日，太空家园馆展出了我

省推出的株洲市攸县神舟红豆杉

苗圃培育的红豆杉盆景

43

盆，其

中

3

至

11

年生南方红豆杉盆景

12

盆、

5

至

19

年生曼地亚红豆杉盆景

31

盆。 这是继

6

月

5

日在上海世博

园世界自然基金会会馆日展示之

后， 红豆杉盆景集中参展数量最

多的一次， 引起国内外人士的高

度关注与驻足赞叹。

据了解， 所有参展红豆杉盆

景将世界自然基金会徽标 “熊猫

WWF

”图案与红豆杉 、太空家园

馆与神舟红豆杉中英文特制在紫

砂盆上， 形成了相得益彰的展示

效果。上海世博会闭幕后，红豆杉

将重归神舟红豆杉苗圃所在地攸

县丫江桥镇桐山村肖家旺春坡繁

衍生长。

红豆杉属中国一级、 世界珍

稀濒危植物、世界十大濒危物种，

被称为“植物大熊猫”。

■加快方式转变 推进“四化两型”

厅局长访谈录

在新的起点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访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谢超英

不让一滴污水注入

岳阳3.8亿元还南湖“亮晶晶”

新晃50亿打造“夜郎古国”

小病不出村 大病不出乡 重病不出县

邵东城乡医疗资源共享

提供全县98%的涉农贷款

衡阳县农信社一心为农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做好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推进“四化两型”建设

２０10

年

10

月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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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六 霜降

上海世博太空家园

展出湖南红豆杉

图为展出的

11

年生南方红豆

杉大盆景。 肖初明 摄

10

月

17

日，郴州市太

极拳协会近

千名成员身

穿红衣，在北

湖公园表演

太极拳。他们

在健身的同

时 ， 积极宣

扬、倡导健康

的老年生活。

李细万 摄

10

月

16

日，靖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举办精品模型展，展出汽车、帆

船、飞机等模型，激发学生钻研创新的热情。 谢真燕 龚维 摄

谢超英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