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14日晚，众多市民在长沙梅溪湖畔赏灯游园。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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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
建国 唐晶生） 2月11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移
民现场招聘会在水口镇林苑山庄顺利举行，
2800多名移民赴会选岗。 这是江华8日开始
的系列移民招聘会的第二场。

“正月初八我收到送岗短信， 今天招聘
会就开到家门口来了， 我成功应聘江华紫冬
建材公司， 培训后就可以到县城工业园区上
班， 移民搬迁与家门口就业两不误啊。 感谢
政府。” 家住水口镇泮水村的刘志林属于今
年第一批移民搬迁户， 迁至县城附近的沱江
镇四联村。 记者在现场看到， 一共有80家企

业参与招聘， 基本上都是县工业园区的企
业， 320人达成用工意向。 劳动部门的工作
人员介绍， 8日在县城的首场招聘会， 一共
有2600多人达成意向。 县里还将在有条件的
乡镇举行现场招聘会， 送岗上门。

“促进移民就业增收是做好移民工作
的首要任务。 我们要大力通过引进企业增
加就业岗位来提高就业率， 增加移民群众
的收入， 确保广大移民移得出、 稳得住、
生活越来越好。” 县委书记罗建华接受采访
时表示， 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建设迅速，
水库淹没区的8个乡镇、 46个村、 206个组

的23000多人的搬迁安置迫在眉睫。 县委县
政府抓住外出务工人员回家过年的有利时
机， 开展库区移民就业工作。 今年大年初
二， 该县100多个单位的1000多名干部放
弃休息， 或开培训会， 或深入库区村、 企
业， 了解企业缺工和移民、 农民工返乡情
况。 同时， 政府安排专项资金， 对企业新
招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鼓励企业提供就业
岗位。 迅速构建城乡劳务信息网络， 在当
地电视台及时发布用工信息， 在库区、 车
站、 墟场张贴招工广告， 发放宣传、 招聘
资料28000多份。

本报记者 陶小爱 施泉江
通讯员 邓利良

新年伊始，记者奔波在宁乡县大地，农村
田间水利“最后一公里”鏖战犹酣，参加的男
女老少，无不由衷感叹：30年没见过这种热火
朝天修水利的场面了， 政府为老百姓办了件
天大的好事！ 宁乡经开区工委书记、县委书记
黎春秋、县长周辉说：我们这是圆百姓之梦，
还土地之债！

小水利 成了大民生
宁乡决战水利“最后一公里”，源于2013

年那场天公的“恶作剧”。
2013年春夏之季， 宁乡连降3场暴雨，由

于河塘淤塞 ，排水不畅，到处一片汪洋，扬花
灌浆的稻谷、青翠欲滴的烟叶，统统被淹没；
接踵而至的是连续56天的干旱，水源枯竭，河
塘龟裂，庄稼枯萎……

天灾面前，一个个画面让人刻骨铭心：
5月中旬，大屯营10小时降雨268毫米，大

片烟田被淹，烟农们看着水中挣扎的烟叶，束
手无策，淤塞的河塘盛不下水，堵塞的沟渠排
不出水， 数十万元的血汗钱， 就这样化为乌
有，多少人失声痛哭！

7月大旱， 菁华铺的嶂山村200亩庄稼干

旱， 咫尺之遥的黄材水库尚有一库清波，然
而，支渠、毛渠堵塞，水库的水无法救济，眼睁
睁看着田土龟裂，禾苗枯死，种田人心如火焚!
� � � �一直坚守在抗灾一线的宁乡决策者们目
睹现状，寝食难安。

作为粮食大县的宁乡，近年来，对水利建
设持续加大投入， 一系列重大水利项目的建
设， 保证了大中型水库、 主干渠系的正常运
行。 然而，大动脉畅通，毛细血管堵塞，灌区末
端渠系不畅，“最后一公里”成为水利瓶颈。 据
统计， 宁乡195条河道“肠梗阻”；8.2万口山
塘，大半因为淤塞，“塘”已变“碟”；1.8万公里
的排灌渠道也多成“盲肠”。 （下转6版）

决战“最后一公里”
———宁乡田间水利建设纪实

岗位送到家门口
江华力促库区移民就业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田甜） 今天
下午，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在长沙会见了来湘考察调研， 督促经济
普查工作的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一行。

徐守盛感谢国家统计局长期以来对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 他说， 统计事业
在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前， 湖南正处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
的关键时期， 如何发挥好东部沿海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
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继续保
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需要充分发挥

统计的基础支撑作用。 希望国家统计局一
如既往支持湖南改革发展。 湖南省委、 省
政府将始终高度重视统计事业发展， 大力
支持统计部门依法独立开展工作。

马建堂感谢湖南省委、 省政府对统计
事业发展、 经济普查等重大调查工作的高
度重视。 他说， 每次来湖南都能感觉到科
学发展带来的新变化。 相信随着国家区域
发展重大战略的实施， 湖南的发展一定会
跃上新台阶。 国家统计局将一如既往支持
湖南推动统计事业改革发展， 真实全面地
反映好湖南的科学发展成就。

省领导韩永文、 张硕辅参加会见。

徐守盛会见马建堂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 省政协主席陈求发在参加省十二届人
大三次会议岳阳市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
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改革步伐，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落实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
作，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讨论审议中，盛荣华、谭秋云、黎光和、
王建民、 张燕等代表围绕岳阳融入长江经
济带、加快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借助移
动互联网打造农产品品牌、 棉农增收等主
题先后发言。 陈求发认真听取代表们提出
的建议，不时插话同大家进行交流。

陈求发充分肯定岳阳近年来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成绩。他说，岳阳正面临着参与
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北斗” 示范推广
应用等重大发展机遇。 要实事求是地编制
各项发展规划，做到量力而行、尽力而为，

把近期的微观规划和远期的宏观规划结合
好， 务求制订的规划能够实现， 避免出现
“画饼充饥”的情况。 要积极与国家相关部
委进行对接，争取支持和指导，确保编制的
规划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相一致。

陈求发强调，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下
一步经济社会发展中， 岳阳要切实加大改
革力度， 加快改革步伐。 要结合地方实
际， 筹划组建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相关机
构， 出台相应实施方案和工作规程， 努力
使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走在前面。 要以
改革创新引领各项工作， 推动国企改革和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不断优化发展环境和
政府服务， 大力实施“两种资源、 两个市
场” 战略， 着力发展外向型经济， 解决好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困难群众的生活
问题。

陈求发在参加岳阳代表团审议时要求

加大改革力度 加快改革步伐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黄陈武）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2013
年，我省各市州经济平稳运行，初步核算，14
个市州中， 有11个市州GDP增速保持两位数
增长，其中长沙、郴州和湘潭GDP增速居前三
位，分别比上年增长12.0%、11.3%和11.0%，经
济总量2000亿元以上的市州有4个，分别是长
沙、岳阳、常德、衡阳。

分区域看，2013年， 长株潭地区实现
GDP10539.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5%，环长

株潭城市群实现GDP19645.39亿元， 增长
11.0%，湘南地区实现GDP5016.71亿元，增长
10.3%，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实现GDP6246.08
亿元，增长10.5%，大湘西地区实现GDP3141.
24亿元，增长8.8%。 工业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

动力。 长株潭地区、环长株潭地区、湘南地区
和环洞庭湖地区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54.0%、52.1%、48.1%和52.1%，分别拉动
本区域经济增长6.2个、5.7个、5.0个和5.5个百
分点。

2013年各市州经济平稳运行

长郴潭GDP增速居前三位

本报记者 李文峰

株洲轨道城、航空城、汽车城、服饰城
和陶瓷城的工业产业，在向着“千亿集群”
目标大步前进。 曾创造了新中国工业史上
100多项“第一”的株洲传统产业，纷纷加
快转型；而一个个新型产业园里，“新兴”之
火已成燎原之势……

株洲市委书记贺安杰说， 挖掘放大湖
南“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株洲将全力以赴
建好“湖南东大门”，今年主打产业振兴、县
域崛起、城镇扩容提质、“两型”示范4大攻
坚战，一切围绕“产业振兴”调优结构，壮实
体格，着力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拓“疆”造“城”，
催开“千亿集群”满园春色
为建好“湖南东大门”，株洲展现的最

大阵容，当属目前正轰轰烈烈开展的“城镇
扩容提质”运动。 在这片面积仅1.1万多平
方公里的大地上，城镇化率已近60%，为何
还要不断拓“疆”造“城”？

对此，贺安杰说，株洲不搞盲目的城市

扩张，否则势必导致城市“虚胖”。 近年来，
株洲坚持产业发展为第一导向， 大力推进
新型城镇化， 以求更好地支撑新型工业化
与农业都市化， 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下转3版）

建好“湖南东大门”
———株洲“产业振兴”探访记

北汽股份株洲分公司在生产自主品牌经
济型轿车。（资料图片）本报记者 张京明 摄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苏莉） 记者今
天从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议案组获悉，
截至2月12日17时， 本次大会共收到代表
依法联名提出的议案15件， 均为地方立法
议案。

这15件议案中， 属于民族事务工作方
面的5件、 内务司法工作方面的2件、 教科

文卫工作方面的2件、 农业与农村工作方
面的1件、 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方面的5
件。 议案组认为， 这15件议案事项基本属
于省人大及其常委会职权范围， 案由明确，

案据合理， 方案具体， 均附有法规草案文
本或基本构想， 符合议案规范。 经主席团
第四次会议审议决定， 会后分别交省人大
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处理。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上午，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
议。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于来山主持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关于
代表提出的议案处理意见的报告， 省人大财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湖南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计划草案审

查结果的报告， 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
湖南省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预算
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决定印发全体代表。

会议原则通过以下决议（草案），提请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审
议通过：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草
案）； 关于湖南省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4年计划的决议
（草案）；关于湖南省2013年预算执行情况
与2014年预算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草案）； 关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的决议（草案）；关于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四次会议

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收到议案1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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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参加了省十二
届人大三次会议常德市代表团的审议。 他
希望常德立足在“一带一部” 中的重要地
位，抢抓机遇、敢于探索，为全省改革发展
闯出新路子、创造新经验。

审议中，王群、周德睿、刘明、罗少挟、
汤祚国、邹纲强、宋建民、翦影等代表围绕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城市建设和管理、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居民安全饮水、少数民
族文物保护等方面提出建议和意见。

“今天是传统元宵佳节，给大家拜个晚
年，祝大家工作生活甜甜美美、圆圆满满。”
杜家毫感谢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支持和监
督。他说，全省两会期间，各位代表、委员本
着对湖南发展的热切期盼， 本着对各级政
府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 多谋好事
的期待，提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意见和提
案。政府各有关部门将认真研究吸纳，努力
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
政府。

杜家毫指出，过去一年，常德市委、市
政府团结带领全市人民真抓实干、 奋发有
为，经济发展、社会建设、城市面貌有了新
提升、新发展、新变化。 当前，从地理区位

看，常德处在长江开放经济带，是长江中游
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发展态势看，东
部沿海产业正在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在“一带一部”建设中，常德已具备良好基
础和条件，一定要抢抓机遇，努力在三个方
面走在全省前列。 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进
程中走在前列。坚持从常德实际出发，充分
发扬敢于探索、 敢于争先、 追求一流的精
神，不等不靠，找到改革突破口，闯出新路
子、创造新经验。二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
设方面走在前列。 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城
镇化工作会议精神，既要积极有为，又要遵
循规律；既要坚持好经验、好做法，又要直
面问题、矛盾；要传承历史文化，打造城市
符号，不搞千城一面、千楼一貌；坚持一张
蓝图干到底，不断加强城市建设和管理，积
极探索创新新型城镇化发展路子。 三要在
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走
在前列。 要以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契
机，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坚
持在保护中发展、 发展中保护， 走和谐发
展、绿色发展、低碳发展之路，实现生态建
设、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审议。

杜家毫参加常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为全省改革发展
闯出新路创造经验

详见5版

2月11日， 株洲市代表团代表认真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