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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本报记者 沙兆华

【学雷锋故事】
“亲爱的傅强叔叔 ， 我现在手

好了 ， 已经能握笔写字了 。 开学一
个星期了 ， 我每天背着你们送来的
书包 ， 特别开心 。” 2月20日 ， 凤凰
县吉信镇两头羊村小圆圆打来的电
话， 让傅强欣慰不已。

傅强 ， 宁乡县人 ， 湖南公益联
盟 、 湖南民间联合救灾小组等公益
团队负责人 ， 长期致力于帮扶贫困
地区的学生。

今年春节前 ， 我省湘西 、 湘南
等高寒山区局部发生凝冻灾害 。 傅
强心里牵挂着山区的孩子们 。 在他
的联系下 ， 筹集了一批慰问物资 ，
21个合作公益机构200余名志愿者加

入到爱心行列。
农历大年初一一大早， 傅强和志

愿者们便赶往受灾严重的凤凰县腊
尔山。

两头羊村是慰问活动的第一站。
这里离县城60多公里， 天冷路滑， 无
法通车。 傅强和志愿者们背着100余
个沉重的 “温暖包 ”， 走了近3小时
山路才到达。 （下转5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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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唐婷
田甜） 今天下午， 省长徐守盛主
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传达学
习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
神， 研究全省金融工作， 原则通
过 《湖南省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规划》。

会议指出， 金融是现代经济
的核心。 近年来， 金融业服务全
省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增
强 ， 但仍然存在金融总量偏小 ，
金融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地方金
融业数量少、 实力弱， 服务小微
型企业的金融机构发展较慢等问
题。 会议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第
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精神， 紧
密结合湖南实际 ， 为推动我省
“四化两型 ” 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金融支持。 要牢牢把握金融服务

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 防止虚拟
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防止
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 当前要重
点解决小微型企业融资困难。 加
强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支
持 ， 加大对 “三农 ”、 战略性新
兴产业、 节能减排、 环境保护和
自主创新的金融支持， 保证国家
批准的重点在建、 续建项目和保
障性住房建设的资金需求。 积极
拓宽融资渠道， 大力发展资本市
场， 加快保险资金入湘， 引导民
间投资， 规范发展小贷公司和村
镇银行。 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
革， 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建
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 保持
打击非法金融活动的高压态势 ，
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 区域性
金融风险的底线。 （下转4版①）

徐守盛主持省政府常务会议要求

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抢抓机遇加快湘南发展

� � �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我省新型工业化取得又一重大成就。
今天， 省汽车工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
室、 省经信委联合对外发布， 2011年
湖南汽车产业完成总产值1225亿元，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80亿元， 成为我
省装备制造业领域继工程机械、 电工
电器之后的第三个千亿子产业。

在新型工业化战略推动下， 我省
将汽车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 于
2007年成立以省长任组长的汽车工业
发展领导小组， 推动汽车产业振兴。
省委 、 省政府下大力气支持整车发

展， 支持配套企业加速发展， 整合省
内资源引进业内战略投资者。

以长丰汽车这个全省汽车产业发
展的优质平台， 成功引进广汽菲亚特
等战略投资者入湘； 北汽、 吉利、 比
亚迪、 众泰、 陕汽等国内外众多知名
汽车企业先后纷纷来湘安营扎寨， 为
我省汽车产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目前， 全省汽车产业基本形成了以轿
车为主导 、 专用车为特色 、 商用车
（载货车、 客车） 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部分专用车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具有一
定知名度， 特别是中联和三一的工程

专用车辆、 汽车起重机， 全国市场占
有率名列前茅。

汽车零部件配套能力不断提升。
全省拥有发动机、 电子电器、 车身等
7大类、 160多家规模以上汽车零部件
生产企业。 在电气设备总成、 商用车
车身 、 火花塞 、 高压油泵 、 汽车空
调、 增压器等领域， 具有较强技术和
市场优势 ， 拥有长沙博世的汽车电
器、 亚新科的高压喷油泵等一批国内
知名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和品牌。
2011年全省实现汽车零部件工业总产
值365亿元， 同比增长31%。

产业支撑能力日益提升。 经过多
年的培育发展， 以长株潭地区为核心
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 聚集了我
省汽车工业70%以上的生产要素， 拥
有140多家整车及零部件生产企业 ，
产业集中度较高。 随着广汽菲亚特、
吉利 、 比亚迪 、 北汽股份 、 北汽福
田、 众泰江南、 陕汽环通等一批重点
项目的陆续建成投产， 我省汽车产业
的后发赶超优势将逐步显现 。 预计
2012年， 我省汽车工业将产销50万辆
以上， 主营业务收入可达1500亿元以
上。

我省新型工业化再传捷报

汽车产业成为千亿子产业
●2011年，全省汽车产业完成总产值1225亿元，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80亿元
●基本形成了以轿车为主导、专用车为特色、商用车为补充的发展格局

■2012志愿行动

� � � � 本报2月21日讯 （记者 田甜
唐婷 邹靖方）今天上午，2011年度
湖南省省长质量奖颁奖大会在长
沙举行，4家企业和1名个人获省长
质量奖。省委副书记、省长徐守盛
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并讲话。

省领导陈叔红、盛茂林、龚建
明出席。盛茂林宣读表彰决定。

省长质量奖是我省最高质量
荣誉奖。经审核评议，湘窖酒业有
限公司、 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
勘测设计研究院、 迅达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楚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等4家企业及长沙中联重
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詹纯新荣
获2011年度湖南省省长质量奖。

徐守盛指出， 省长质量奖制
度的有效实施， 提高了各级政府
质量监管工作水平， 为 “四化两
型”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始终
把 “质量兴湘 ”作为 “两个加快 ”、
“两个率先 ”的基础性工程 ，依靠
持续的质量提升来支撑发展 、追
求效益、保障民生，努力实现经济
总量、 人均均量和运行质量的同
步提升。 （下转4版②）

� � � �本报2月21日讯（通讯员 龙博
记者 柳德新）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
获悉， 我省对市州政府2011年水资
源管理考核工作已全面结束。 湖南
省绩效评估委员会首次将水资源管
理考核结果纳入市州政府绩效评估
范围。据悉，此举在全国是第一家。

我省水资源管理主要考核万元
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和水功能区达标
率。 考核结果显示，14个市州均达到
或超过水资源管理绩效评估目标要
求。其中，长沙市万元工业增加值用
水量最低，为64立方米/万元；岳阳、益
阳、邵阳、永州、张家界5市水功能区
达标率最高，均为100%。

� � � �图为徐守盛为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颁发2011年度湖南省省长质
量奖。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市州水资源管理
考核结果出炉

� � � �●首次纳入市州政府绩效
评估指标，主要考核万元工业增加
值用水量和水功能区达标率

●长沙市万元工业增加值
用水量最低，为64立方米/万元

●岳阳、益阳、邵阳、永州、
张家界5市水功能区达标率均
为100%

� � � �雷锋， 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名字， 一座意蕴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宝库。
作为雷锋同志的故乡， 半个世纪以来， 湖南一直传颂着雷锋的故事， 传唱着雷锋的赞歌，

传承着雷锋的精神。 如今， 雷锋精神更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以 “奉献、 友爱、 互助、 进步” 为主要内容的志愿服务精神， 正是雷锋精神的继承发扬， 是
雷锋精神的时代表达。 从今天起， 本报特开辟 《2012志愿行动》 专栏， 介绍志愿者学雷锋的
故事和感想， 以展示雷锋精神的时代风采， 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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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温暖凝冻山区

2011年度省长质量奖颁奖
徐守盛要求：像珍惜生命一样重视质量管理

（下转5版①）

今年民生保障
水平进一步提升

我省斥资1.3亿元
建千所合格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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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2月21日讯（记者 贺佳）
2月20日至21日，省委副书记梅克
保轻车简从， 深入到洞庭湖核心
区的南县、安乡、华容3县，考察湖
面、交通、沟渠、企业 、村庄 ，听取
基层干部和群众意见。他强调，洞
庭湖是湖南的 “母亲湖 ”，要以对
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 充分
利用粮食和生态 “两张牌 ”，规划
建设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如何科学利用好洞庭湖区水
资源、实现洞庭湖保护与开发协调
发展，梅克保对此十分关注。在安
乡县丁家渡河道型水库、南县三仙
湖水库、华容县华容河综合治理工
程现场，梅克保详细了解洞庭湖区
季节性缺水难题。他叮嘱当地负责
人：保护和开发洞庭湖，关键要让
湖面浩荡起来， 水体流动起来，水
质清洁起来。 （下转5版③）

“要以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
规划建设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梅克保深入南县安乡华容调研
� � �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索溪峪镇， 傅强为贫困和留守孩子送去帽子、 围巾及棉鞋御寒。 查玮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