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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6

日讯

(

记者 柳德新

)

今天，湖南省农业厅和广州市农业

局在长沙签订《关于推进农产品产

销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广州

将设立湖南农产品专销区，逐步提

高湖南农产品在广州的市场份额。

湖南省农业厅和广州市农业

局协商确定，将挑选一批基础条件

好、交通便利、具有一定规模的生

猪、蔬菜、大米、水果、水产品等大

宗农产品生产基地为供穗优质农

产品基地， 推动企业按规模化、标

准化、专业化 、现代化要求实施生

产。 湖南省农业厅对供穗农产品基

地的基础设施与质量安全监管体

系建设予以重点支持，广州市农业

局对供穗优质农产品基地实行定

点、定质、定量支持。

根据框架协议，双方将探索和

建立湖南、 广州两地农产品质量、

防疫检疫 、检验检测 、认证等标准

互认制度。 广州市农业局积极协调

广州市有关部门做好产销对接，优

先鼓励、帮助湖南供穗基地生产的

优质生猪、蔬菜、大米 、水果 、水产

品等大宗优质农产品开拓广州市

场。 在广州市江南果菜批发市场设

立“湖南蔬菜产销专营区”。 广州市

农业局引导和支持广州农业企业

到湖南建立生猪、粮食等优势农产

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对供穗农产品

在生产 、 销售环节发生突发性事

件 ， 双方应在第一时间向对方通

报，并联合采取应对措施 ，统一对

外发布信息。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李军

通讯员 罗雪梅 ）今天上午 ，省依法

治省领导小组办公室在长沙举办

“法治湖南”建设研讨会 ，来自省委

政研室等部门和湖南大学等高校的

专家学者

20

余人，专题研讨《法治湖

南建设纲领》（草案）。

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湖南，

是我省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

全面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建设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实现党的领导

方式、 执政方式根本转变的重大战

略举措。 省依法治省领导小组办公

室近期起草了《法治湖南建设纲领》

（草案）。 其主要内容包括建设法治

湖南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总体

目标和行动步骤；坚持依法执政，改

进党的领导；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全面实现经

济建设法治化 ，促进 “四化两型 ”建

设； 坚持法制统一，加强地方立法；

推进依法行政， 建设法治政府； 维

护司法独立， 确保司法公正； 深入

开展法制宣传 ， 大力推进依法治

理 ； 切实加强法律服务和司法救

助， 维护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

合法权益 ； 加强法学教育和研究 ，

繁荣法治文化 ； 建立健全长效机

制， 加强对法治湖南建设的组织领

导等方面。 与会者就这个草案展开

热烈讨论， 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

见和建议。

湘穗加强农产品产销合作

广州将设湖南农产品专销区

本报记者 秦慧英 唐爱平

劳动创造历史， 奋斗铸就辉煌。

他们是时代乐章中最闪亮的音符 ，

他们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劳模。

2005

年以来的

5

年极不平凡， 劳

模们的表现也可圈可点。

2008

年特

大冰灾， 保交通、 保供电、 保民生

迫在眉睫！ 是他们， 和三湘人民一

起， 给那极寒之冬送去温暖；

2009

金融危机， 在省委、 省政府 “弯道

超车” 战略之下， 是他们， 和企业

职工一起 ， 不畏艰苦 ， 迎难而上 ，

湖南实现逆势大发展。

5

年来， 我省

涌现出数百名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创造了非凡

业绩 ， 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

“劳动光荣 ” 的深刻内涵 ， 谱写着

“创造伟大” 的时代篇章， 展现了三

湘儿女吃苦耐劳、 自强不息的崇高

品格。

在

12

月

6

日受到表彰的

492

名省

劳模和先进工作者中， 专科及专科

以上人员

293

名， 占总数的

60%

， 具

有高级职称的有

129

名 。 知识型工

人、 创新型工人越来越成为基层劳

动者的主流。 永兴县柏林镇农村电

影放映员马恭志， 身患残疾

,

只有初

中文化， 在放映之余坚持自学， 拿

到了全国最高的电影放映技术 “甲

级” 资质和语言专业大专文凭， 他

还通过剪辑 “做电影”， 为村民放映

农业科普知识、 生活安全用电知识

等， 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精神文明

传播者。

“在知识经济时代， 劳模不仅

要有 ‘埋头拉车’ 的干劲， 还要有

‘抬头引路’ 的闯劲， 才能成为时代

的领跑者。” 省劳模彭瑞华如是说。

今天， 对社会贡献的大小， 技术水

平的高低， 正在成为劳模评选的一

个重要标准。 彭瑞华便是其中的代

表， 他作为娄底湘运汽车运输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 大胆改革， 创新

机制， 使企业总资产从

2007

年的

2.6

亿元增长至

2009

年的

3.9

亿元 ， 近

2000

名职工得以妥善安置。 湘电集

团有限公司的易国强说： “要成为

高水平的技术工人， 不但要有超出

常人的耐力 ， 更要善于钻研和学

习。” 正是这种吃得苦、 肯钻研的精

神， 他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为

企业创造了几百万元的价值。

不管是过去的 “掏粪工人”， 还

是今天的 “金牌工人”， 劳模的榜样

力量都彰显无遗。 宁乡县流沙河生

猪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李述初 ，

在流沙河土花猪濒临绝迹之时， 潜

心发掘种源 ， 研究科学养猪技术 ，

运用现代管理方法， 最终将 “流沙

河土花猪” 引入高端市场

,

并打开国

门走向国际。 在他的带动下， 流沙

河土花猪养殖业风生水起， 实现了

从小户散养向大户规模养殖的根本

性转变 ， 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

在我省 “四化两型” 建设中， 像李

述初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点亮一

盏灯 ， 照亮一大片 ， 他们爱岗敬

业、 争创一流的精神感染了无数的

人， 他们艰苦奋斗、 勇于创新的精

神得以广泛传播 ， 他们淡泊名利 、

甘于奉献的精神更引领着社会风

尚。

“四化两型” 的号角已经吹响。

激荡的征程， 需要劳模们进一步发

挥模范作用、 身先士卒， 还需要更

多的人学习传承劳模精神， 积极投

身经济跨越式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

的伟大实践， 在三湘大地续写新的

辉煌篇章。

本报

12

月

6

日讯（记者 陈永刚）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燃气热力部门获

悉，“西线东输” 二线工程已正式对

湖南供气， 对今年冬季的长沙天然

气供应起到了有力支撑作用。

进入

11

月以来，尽管气温不低，

但长沙却出现了天然气供应“吃紧”

的局面，这主要是 “西线东输 ”二线

供应的天然气即将并网进入长沙 ，

沿线供气的

30

多座城市频繁地进行

管网接驳改造所致。 在此期间，上游

供应企业对区域内的高压管线进行

降压运行， 并减量供应相关城市的

供应量。 长沙市燃气热力局局长杨

彩兰今天表示， 目前该线已正式向

长沙供应天然气。

根据长沙新奥燃气公司的预

测 ，到

2011

年

1

月中旬 ，长沙或将达

到今冬明春的日供气量最高峰。 长

沙是一座典型的商业省会城市 ，天

然气居民类用户和商业类用户多 ，

工业类用气比例小。 在冬季供气高

峰期间气温每下降

1

度，长沙市将增

加约

10

万方用气负荷的波动，“西线

东输”二线的入长，将为长沙的供气

装上一重坚实的 “保险”。 长沙新

奥公司负责人表示，无论什么情况，

长沙都将确保居民用气， 请居民放

心。

另据了解， 为增强长沙的气源

保障供应能力， 长沙新奥目前已在

星沙螺丝塘投资建设一座

1200

万方

的大型天然气储备站， 在气源供应

紧急状态下， 能有效保障长沙市连

续

15

天的居民生活用气需求， 该工

程计划于

2012

年

2

月竣工。

榜样的力量

本报

12

月

6

日讯（通讯员 易韦）

近日， 我省生物医药产业组团赴美

国波士顿招商。 全美

200

多位生物技

术企业的掌门人， 高端科研技术人

士和我省的

10

家生物医药企业进行

了交流对接。 副省长甘霖用英语做

主旨推介。

美中生物医药协会将湖南列为

最先进生物医药技术向中国转移的

前沿阵地。 美国波士顿被誉为世界

生命科学之都，云集了哈佛大学、麻

省理工学院等一批全球顶级院校和

辉瑞 、诺华 、默克等

400

多家世界知

名生物医药企业的全球研发中心。

甘霖在用英语做主旨推介时透

露，未来

5

年 ，生物产业作为湖南战

略性新兴产业， 将积极引进世界最

先进的生物医药技术， 抢占生物医

药领域竞争制高点。 会上，甘霖代表

省政府向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赠送

了湘版珍贵图书和电子信息数据

库， 这也是湘版图书首次作为世界

级图书进入哈佛大学永久收藏。 湖

南炎帝生物公司还与哈佛大学医学

中心达成了共同开发生产国家一类

心血管和糖尿病新药技术引进协

议， 与美国杜克大学达成了用生物

技术生产加工中成药的协议。

我国第一个在美成立的省级工

商会———美国湖南工商会同时挂牌

成立。 目前在美国工商界的湖南籍

人士有近

2

万人，主要从事贸易商业

服务和工业生产， 仅湖南本土企业

在美国的办事处、 代理处和贸易公

司有近百家。 三一重工除了在美国

纽约设有分公司， 还创办了一个生

产分厂，明年将建成投产。

赴美期间， 推介团还前往世界

首个生物医药高科技园所在地———

美国北卡罗莱那州寻求合作。 两省

州商务厅结成生物医药技术战略合

作联盟。

我省生物医药企业组团赴美招商推介

美国湖南工商会挂牌成立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 我省近

30

家湘菜原辅材料生产

企业与北京数百家湘菜企业负责人齐

聚一堂， 双方面对面洽谈供需意向，

实现 “从田头到餐桌” 的产业对接。

湘菜产业近年呈现出良好的发

展势头， 去年湘菜餐饮营业额突破

800

亿元。 省里出台

21

条新政扶持湘

菜产业发展， 省财政今年用于扶持

湘菜产业发展的专项资金不少于

1000

万元 ， 湘菜产业今年有望过

1000

亿元。

北京共有湘菜企业

3000

多家 ，

不少成规模的湘菜企业年销售额突

破了亿元大关 。 京城湘菜的繁荣 ，

为我省推进就业、 促进农产品深加

工等起到了积极作用 。 为了实现

“打造湘菜千亿工程” 目标， 由省政

府主办， 省商务厅、 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 省餐饮行业协会、 北京湘菜

协会等单位共同承办的 “湘菜中国

行” 北京活动， 架起我省农产品在

京湘菜企业产销对接的桥梁， 既为

湘产农产品源源输送北京市场提供

政府平台， 又为北京湘菜企业制作

纯正湘菜提供了正宗的食材。 据了

解， 湘菜原辅材料生产企业直接与

在京湘菜企业进行供需衔接， 通过

物流直接发送原辅材料进京， 比传

统途径节省

5%

至

10%

的成本。

今天的对接现场， 湘君府、 浏

阳河大酒楼、 金莎苑、 湘菜王等京

城知名湘菜企业与省内的派派、 辣

妹子等湘菜原辅材料生产企业充分

对接， 当场签订供销合同

8

份。

从田头到餐桌打造产业链

湘产农产品与北京湘菜企业对接

12

月

6

日， 第五届中国湘菜美食文化节 “湘菜中国行” 系列活动在北京精彩呈现。 图为启动仪式现场。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西线东输”二线工程向湖南供气

长沙今冬居民用气有保障

专家学者研讨“法治湖南建设纲领”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杨人） 雨少天干工地多，长

沙市近期的渣土扬尘污染呈上升趋

势。 连日来，长沙市城管等部门开展

集中整治行动，严控扬尘污染。

岳麓区将

12

月定为渣土整治专

项行动月 ，组织城管执法队 、交警 、

公安等相关部门，对不按线路行驶、

手续不全、超载、没有净车出场以及

其他违章违规行为的运输车辆进行

严厉查处和打击。

记者今天在书院南路看到， 从

书院南路驶入城区建成道路的渣土

车、 社会车辆， 都被专人引导着驶

上洗车平台， 由清洗人员用高压水

枪进行强力冲洗。 开福区本月开展

渣土车夜间整治以来， 已检查渣土

车

200

余辆 ， 查处渣土车的夜间各

类交通违法行为

37

起 ， 暂扣车辆

7

辆。

本报

12

月

6

日讯 （袁礼成 陶小

爱） 记者今天从长沙县获悉， 该县

2011

年度 《湖南日报》 发行任务于

11

月

29

日超额完成， 成为长沙市第

一个完成 《湖南日报》 发行任务的

区县 （市）。 截至

11

月

29

日， 该县完

成 《湖南日报》 发行数比

2010

年实

际发行数增长

3.5%

， 为指令性计划

的

103.5%

， 且报款已全部到位， 没

有动用一分钱财政代扣。

长沙县超额完成

《湖南日报》发行任务

省会严控扬尘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