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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冯济武） 今天召开的全省机械工业工作会上
传出喜人消息： 继2007年机械装备工业总产
值首过千亿元之后，2011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6107.45亿元，总量规模跻身全国10强。 4年连
跨5个千亿台阶，今年有望达8000亿元，正一
步步逼近“万亿产业”目标！

优势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机械装备工
业14个子产业中，工程机械、电工电器、汽车
及零部件、 轨道交通装备等4个优势子产业，
对行业的带动作用不断提升， 其新产品产值
已占到全行业新产品产值7成以上。

工程机械无疑是我省机械工业耀眼的亮
点。 全年完成主营业务收入1853.56亿元，占
全国工程机械的1/3强， 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其中，桩工机械、建筑起重机械、环卫机械、道
路施工机械、 挖掘机械等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均为全国第一。混凝土机械更是称雄全球。中
联重科碳纤维臂架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引领
世界混凝土泵车制造技术历史性变革； 三一
重工一次次刷新混凝土长臂架泵车世界纪
录，去年又面向国内外市场，推出全新概念的
E系列混凝土输送设备。

强大的技术创新力， 是我省机械工业高速
发展的强劲后盾。目前，全行业拥有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17家， 占全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总
数的60%；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76家，占全省
的52%。 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已获授权的国家
发明专利，分别达到158项和92项。 长沙工程机
械和株洲轨道交通设备， 已成为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 湘潭先进矿山运输及安全装
备产业集群，获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首批试点。
去年，世界最大吨位的3600吨履带式起重机、世
界最长臂架86米混凝土泵车、 国产首台载重量
达300吨的电动轮自卸车等一批重大高端产品

相继问世，为行业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我省机械装备工业持续、快速、高效发展，

离不开一批优势骨干企业的带动和配套服务
企业的协同推动。 中联重科、三一重工两家龙
头今年均有望成为行业首批千亿企业。 湘电集
团、南车株机、南车株洲所、广汽长丰、湖南吉
利、福田长汽、衡阳特变、山河智能等一批优势
企业，在发展中起到了“火车头”的带动作用；同
时，长沙盛弘、长沙联力等一批配套企业，也在
不断做专、做精、做特，与主机企业一道，共同营
造湖南装备制造业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

我省机械工业在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
市场竞争能力也在稳步提升。 据省机械行业
管理办公室主任陈丹萍介绍，2011年，在全国
机械工业产销增速明显放缓的情况下， 我省
机械工业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总量规模继续
扩大。 2115家规模企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比上年增长4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7.9个
百分点；盈利443.27亿元，增长38.7%，高出全
国平均水平17.56个百分点。

� �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冒蕞 陈亚静 ）
昨天晚上，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
强在长沙会见了九兴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蒋至刚一行。

创立于台湾的九兴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
知名的鞋业制造商， 近年来已陆续在湘投资
兴办了多家制鞋厂。

周强对蒋至刚一行来湘考察表示欢迎 。
他说，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 基础设
施的不断完善 ， 湖南的区位优势进一步凸
显， 承接产业转移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港澳

台的联系更加紧密， 合作前景日益广阔。 我
们很高兴看到一大批台资企业在湘发展势头
良好， 欢迎更多台资企业来湘投资兴业， 共
同推动湘台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湖南将进一
步优化环境， 为广大台商在湘发展积极做好
服务。

蒋至刚说， 得益于良好的投资环境， 九
兴公司在湘发展一切顺利， 下一步将继续加
大在湘投资力度， 不断丰富产品种类， 在深
化合作中实现共赢。

省委常委、 副省长陈肇雄参加会见。

�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徐亚平
通讯员 何人类 徐典波 ） 今天11时许 ， 随
着汽笛一声长鸣， 满载着烟花鞭炮集装箱
的2300吨级 “联发66号 ” 江海轮 ， 驶离岳
阳城陵矶新港口岸， 直通香港 。 这标志我

省唯一 “通江达海 ” 口岸至香港澳门直达
航线正式开通， 成为国内首条内河港口直
达港澳航线。

在码头举行的直航开通仪式上 ， 国家
口岸办常务副主任赵福地 、 交通运输部总

工程师徐光、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刘起涛、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叔红、
省政协副主席龚建明见证了这一历史性时
刻。 副省长何报翔宣布直航开通。

(下转6版①)

� �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省委 、
省政府近日出台 《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实施
纲要 （2011－2020年 ）》 （简称 “《纲要 》”）。
《纲要》 提出了我省农村扶贫开发的总体目
标： 到2020年， 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稳
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 不愁穿， 保障其义
务教育、 基本医疗和住房； 实现贫困地区经
济 、 社会 、 生态全面发展 ， 贫困地区人均
GDP、 人均财政收入、 农民人均收入增幅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与GDP增幅
基本同步， 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
全省平均水平。

根据 《纲要 》，我省将坚持开发式扶贫方
针， 实行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有效衔接，在全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中加
大扶贫开发力度， 坚持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和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 把稳定解

决扶贫对象温饱、 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
要任务，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增强扶
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 着力促进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

《纲要 》 确定了扶贫对象和重点区域 。
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0年不变价 ）
的国家新扶贫标准， 作为我省的扶贫标准 。
根据新的扶贫标准， 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
机制和进出机制， 实行动态管理。 分期分批
开展扶贫对象直接帮扶， 随着财力增加， 逐
步扩大扶贫对象扶持规模 ， 提高帮扶标准 。
扶贫开发重点区域包括 ： 国家连片特困地
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少数
民族地区高寒山区、 贫困村。 其中， 我省武
陵山区和罗霄山区共37个县市纳入国家连片
特困地区扶持范围； (下转6版②)

� �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黄纯芳 通讯员
颜英华）今天上午，由公安部主办、省公安厅
承办的“我心中的公安英雄”、“我身边的爱民
模范” 首场全国公安英模先进事迹媒体推介
会在长沙举行。 张娟、方扩军、李贝、刘胜春4
位来自我省基层的优秀民警代表， 以及优秀
单位代表长沙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雷锋派出
所负责人现场接受群众公开评议。

5年一度的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
体表彰大会将于5月在北京举行。公安部组织开
展这次活动，旨在把评判权交给人民群众，推选
出心中的公安英雄和身边的爱民模范。

推介会上 ，4位候选人以及他们的家人 、
同事纷纷登台，讲述一个个动人故事。

“说老实话，我也没想到，自己能在法医这

个岗位上一干就是16年。 ”回答现场观众“解剖
尸体时是否害怕”这个问题时，全国特级人民警
察候选人、沅陵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刑事技术中
队中队长张娟感慨地说。16年来，她1600余次奔
波在一个个案发现场，制作3000多份法医鉴定，
使360余起案件成功告破。

“听说你有一本《民情日记》，能给我看看
吗？ ”在现场主持人要求下，全国优秀人民警
察、 爱民模范候选人———长沙市公安局芙蓉
分局隆平高科派出所合平社区民警方扩军拿
出了《民情日记》。 多年来，他每周固定一天，
在一到两个村内走访三至五户群众， 每周抽
一天到工厂与工人座谈，每天围绕社区、工厂
转一转，每天记一次《民情日记》，每天帮助群
众办一件实事。 (下转6版③)

� � �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黄纯芳）为提高全民禁毒
意识，营造浓厚禁毒舆论氛围，今天上午，“爱心家园”
大型禁毒宣传主题活动在长沙启动。 该活动由省禁毒
委、省委宣传部 、省教育厅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省司法厅、省总工会、共青团湖南省委、省妇联、省
工商联等联合主办。

近年来，我省禁毒工作积极推进社会化、规范化建
设，取得显著成效，毒情得到有效遏制。 从今年起，我省
将通过开展“爱心家园”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社区戒
毒社区康复工作机制， 提高对吸毒人员管控能力和水
平，通过集中安置就业、分散安置就业、提供公益性岗
位、扶持自主创业等方式，力争通过3年努力，基本解决
海洛因类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问题。

副省长盛茂林出席活动并讲话。 盛茂林指出，解决
好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安置问题， 帮助他们顺利回归社
会，有利于落实管控措施，有效降低复吸率，实现禁毒斗
争形势和社会治安秩序持续好转。 (下转6版④)

�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郑
安生 关利娜）今天，省政协机关在长沙举行
“学雷锋，见行动”主题活动。 活动中，省政协
领导和老同志胡彪、石玉珍、阳宝华、谭仲池、
龚建明、王晓琴、张大方、王汀明及秘书长欧
阳斌带头奉献爱心，为贫困学子捐款。

上午9时许，省政协机关各党支部书记和年
轻干部来到雷锋纪念馆参观。 雷锋生平的点滴
事迹，让大家深受感动和教育。 下午，省政协机
关干部职工共捐款7万余元， 用于帮扶100名贫
困学子。 随后，省政协机关党员干部就学习践
行雷锋精神进行了座谈。 大家谈到，时代需要
雷锋精神。 我们的时代发展了，物质生活丰富

了，但是精神上同样不能欠缺。雷锋精神具有如
此巨大的感染力、号召力、影响力和生命力，是
因为雷锋精神以平凡而伟大的人文光辉，彰显
出社会最宝贵的道德力量，生动展示了人们对
美德的追求和向往。大家纷纷表示，要像雷锋一
样热爱党、热爱祖国，学习他服务人民、助人为
乐的奉献精神，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的
敬业精神，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艰
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始终坚持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爱岗敬业的
积极态度，从身边和本职工作做起，从“节约一
滴水、一度电”的小事做起，为推动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

� � � �本报3月28日讯 （记者 李伟锋 通讯员
谢兴吾）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通知，要求加
快推进社会保障卡建设工作。 “十二五”期间，

全省将发行社会保障卡4000万张， 初步建成
全省统一的、 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发
行和应用管理体系， 促进社会保障卡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业务领域的广泛应用， 实现
社会保障卡跨地区业务协办的开展和通读通
用，为社会公众提供方便、快捷、高效服务。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国人民
银行等部门的统一部署， 我省将全面推广全
国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 该

保障卡采用全国统一的卡面式样， 正面印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背面印
有持卡人姓名、社会保障号码、持卡人照片、
发卡单位等信息，可在全国范围内通用。卡面
统一加载银联标识，具有金融功能。

社会保障卡目前包含养老、医疗、失业、
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服务业务。我省还将整
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各项业务， 实现一卡
多用。 (下转6版⑤)

4年跨过5个千亿台阶

湖南机械工业跻身全国10强
工程机械稳居全国第一，混凝土机械全球称雄

� � � �图为“联发66号”江海轮满载烟花爆竹的集装箱，缓缓驶离岳阳城陵矶集装箱码头，成为岳阳直航港澳的第一班货轮。 黄勇华 摄

城陵矶直达港澳航线开通
将为我省外向型经济和国际物流发展带来重大机遇

周强会见蒋至刚

《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实施纲要（2011-2020年）》出台

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
� � � �●坚持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

●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的国家新扶贫标准， 作为我省的
扶贫标准

●重新确定吉首市、永定区、武陵源区、宁远县、江永县、双牌
县、祁东县、双峰县8个县市区为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践行雷锋精神从身边做起”
省政协机关举行“学雷锋，见行动”主题活动

群众现场评议“公安英模”候选人
首场全国公安英模先进事迹媒体推介会在长举行“爱心家园”禁毒宣传活动启动

我省推行全国通用社会保障卡
▲集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障服务于一卡

▲加载银联标识，具有金融功能 ▲“十二五”期间将发行4000万张

� � � � 图为长
沙女特警队
员在活动现
场为市民进
行反恐防暴
表演。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 � � �图为 “爱心家园” 禁毒宣传主题活动现场。 通讯员 摄

温州金融综改试验区获批

路桥湘军创造“矮寨速度”

居民阶梯电价上半年将推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