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记者
李勇 张斌）今天，在湘全国政协委员
分别在各组参与审议了政协第十二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报告。 委员们一致认为，
要紧紧围绕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履行职能，做到协商民
主有新加强， 民主监督有新举措，制
度建设有新进展， 增进团结有新作

为，履职能力有新提高，进一步把人
民政协事业推向前进。

审议中，委员们说，2014年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人民政协
事业创新发展的重要一年。政协全国
委员会及其常委会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
优势、突出重点、增强实效，全年工作
有大事，有重点，有亮点。

（下转4版③）

湖南日报北京3月4日电 （记者
李勇 张斌）三峡工程的建成运用，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洞庭湖的防洪压
力，但对洞庭湖的防洪、水资源、水生
态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今天，以全国
政协委员、省政协主席陈求发为第一
提案人，在湘全国政协委员提交联名
提案，建议加快洞庭湖松滋口建闸及
四口河系整治工程建设，有效应对江
湖关系新变化。

提案说，实施松滋口建闸及四口
河系整治工程势在必行。这是解决洞
庭湖区防洪问题的迫切要求，可以实
现长江洪水与“四水”洪水的错峰调
度， 并缩短四口河系地区的防洪堤
线，减轻洞庭湖的防洪压力；是解决
洞庭湖区水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可
以增强洞庭湖区水资源调控能力，确
保湖区工农业生产和城乡居民供水
安全； （下转4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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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预备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会议选举产生
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表决通过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议程。

十二届全国人大现有代表2964
人。截至3月3日，已经向大会秘书处
报到的代表2926人。 今天的预备会
议，出席2785人，缺席179人，出席人
数符合法定人数。

张德江在主持会议时宣布：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3月5日召开，
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

张德江指出，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党的
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以及中央一系列重要部署，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平
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
的战略布局， 认真行使宪法和法律
赋予的职责，完成会议各项议程，将
大会开成一个民主、团结、求实、奋
进的大会， 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
下，万众一心、开拓进取、扎实工作，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贡献。

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十
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
书长。大会主席团由172人组成，李建
国为大会秘书长。

根据表决通过的会议议程，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将听取和审议
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和批准2014年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草案的报告， 批准2015年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计划； 审查和批准2014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5
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
2015年中央预算； 审议全国人大常
委会关于提请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
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
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
察院工作报告等。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
国、王胜俊、陈昌智、严隽琪、王晨、沈
跃跃、吉炳轩、张平、向巴平措、艾力
更·依明巴海、万鄂湘、张宝文、陈竺
出席会议。

张德江 李建国 王胜俊 陈昌智 严隽琪（女） 王晨 沈跃跃（女） 吉炳轩
张平 向巴平措（藏族） 艾力更·依明巴海（维吾尔族） 万鄂湘 张宝文 陈竺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举行预备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 十二届全
国人大三次会议主席团4日上午在人
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会议。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会议。

主席团会议应到172人，出席167
人，缺席5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首先推选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三
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主席团常务
主席由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长、副委员长、秘书长担任。主席团常
务主席召集并主持主席团会议。

会议表决通过了十二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日程。 根据会议日程，这

次大会定于3月5日上午开幕，3月15
日上午闭幕，会期10天半。

根据全国人大议事规则的规定，
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主席团成员
若干人分别担任每次大会全体会议
的执行主席。经过表决，会议推选了
大会全体会议执行主席。会议经过表
决，决定王晨、王万宾、乔晓阳、傅莹、
陈世炬、 焦焕成为大会副秘书长，傅
莹兼任大会发言人。

会议经表决，决定了十二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会议决
定， 代表提出议案的截止时间为3月
10日12时。

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
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
（2015年3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

全国两会热线2015

湖南3典型跻身首批全国学雷锋先进
贺文龙、刘培友被评为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成为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

为推进“四个全面”献务实之策
在湘全国政协委员分组审议全国政协

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陈求发等在湘全国政协委员为应对江湖
关系变化“支招”

在松滋口建闸 整治四口河系

行进湖南 精彩故事

记者新春走基层

湖南日报记者 马宁

“这里的春天真美丽！”
3月4日，记者来到“中国花木之

乡”———浏阳市柏加镇采访。
车下长株高速进入柏加境内，

“松桂园”、“建湘”、“绿园” ……一个
接一个的花木园艺场扑面而来。桂
花、紫薇、杜鹃、竹柏、红桎木、红豆
杉、 金丝楠木……各种叫得出名、叫
不出名的苗木，在道路两旁一眼望不
到头。田间地头、山坡路边，到处是使
劲儿生长的浓浓绿意。

柏加春来早。集镇也成了绿色长

廊。10多华里的街道两边， 摆满了花
木，交易正热闹。拥挤的马路两边，停
满了装运花木的大小货车， 重庆、湖
北、 江西等外省牌照的车辆到处可
见。

“现在正是种树的大好时节，每
到这时，这条大街就格外拥挤。”柏加
镇花木老板熊文华告诉记者，柏加是
中南地区最大的花木交易集散地，园
林绿化的树种，基本上都能在这儿购
齐。

柏加镇上世纪80年代开始涉足
花木产业，星火燎原，很快蔓延到了
全镇，2万多亩地全部种上了苗木，到

2013年柏加花木产业规模已突破
300亿元，全镇2.6万人中逾九成从事
花木或相关工作。 花木富裕了柏加
人，很多村民住上了漂亮的园林式庭
院。

“名贵花木还那么好卖吗？”
在柏加镇花木种植专业合作联

社，法人代表李仲能直言相告，花木
行业行情变化不小。去年以来，像罗
汉松之类较为名贵的造型树销量、价
格都在下降。

“现在政府的钱都看得很紧，10
万元以上的大树、名贵树，政府部门
少有采购；加上房地产、高速公路等

基础设施项目减少，花木产业自然受
到影响。”

尽管如此，李仲能还是明显感受
到柏加花木产业春天的来临：“如今
普通的花木销路很好，不少家庭包括
一些农户， 都开着小车来柏加买苗
木，花木进入寻常百姓家，这才是今
后花木市场的主流。去年，柏加花木
达到了7个亿的销售收入。”

李仲能的观点与柏加镇党委书
记卢军不谋而合。“作为长株潭生态
绿心，柏加要做生态产品的制造输出
基地和‘美丽中国’的样板展示区。

（下转4版⑤）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王曦
于振宇 通讯员 田效金）“3·5”学雷
锋日前夕， 中宣部向全社会公布了
第一批50个全国学雷锋活动示范
点和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湖
南省2人被评为标兵， 分别是长沙
师范学院美术动画系教师贺文龙
和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城南路
派出所熙台岭社区民警刘培友。长
沙市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入选全

国学雷锋活动示范点名单。
作为一名80后高校教师，贺文

龙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与其团队
创作各类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雷
风侠”系列动画片、传递网络正能量
的QQ表情等弘扬主旋律的艺术作
品400余个，通过电视、互联网、微
博微信、 手机自媒体、 地铁公交视
频、城市广场LED、楼宇视频、平面

海报等方式， 并大力推广和广泛使
用，受到群众的喜爱和好评，形成了
很好的社会效应。

刘培友自1999年从部队转业
到公安机关至今， 长期扎根社区，
用自己独有的工作方法与居民群
众打成一片。他所工作的熙台岭社
区治安秩序平稳，连续14年没有新
增吸毒人员， 未发生民事转刑事
案件， 老百姓提起他来无不交口

称赞。
望城区公安消防大队建队37

年以来，坚持以雷锋精神建队育人，
官兵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6000
余次， 组织社会救助3000余次，营
救被困群众850人， 抢救保护财产
价值10亿多元；同时，开展扶贫帮
困、捐资助学等活动11000余次，叫
响“雷锋家乡消防兵，竭诚奉献为人
民”的铮铮誓言。

“花木之乡”春来早

湖南日报记者 乔伊蕾 张斌

3月5日，是毛泽东同志“向雷
锋同志学习” 题词发表52周年。穿
越时代，雷锋精神至今依然闪耀光
芒。新形势下弘扬雷锋精神，对于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全社会形成向上向善的力量，具
有重要意义。

在这个特别的纪念日，湖南日
报记者特邀两位代表、委员，以他
们自己的心路历程诠释、讨论雷锋
精神的时代价值。

学雷锋关键是要融入
日常生活

【访谈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 杨绍军
【心路】
1982年起， 杨绍军就靠酿酒、

养猪挣的一点钱， 收养了7名孤寡
老人。为老人送终之后，他偶遇几
个孤儿。他想，要是能帮上这些孩
子一把， 或许能改变他们的一生。
于是杨绍军卖掉小酒厂，还借了16
万元，于1996年3月筹建起了常德

市阳光孤儿院，首批收养了26名孤
儿。杨绍军说，孤儿院之所以取名
为“阳光”，就是要让孤儿像其他正
常家庭的孩子一样， 同享温暖，茁
壮成长。

【心声】
3月里，和风送暖，在尽情享受

这大自然美好春光的同时， 我们并
没有忘记这个月所特有的纪念活
动。那就是40多年前，一位身高不
到1.6米， 体重不足50公斤的战士，
却成为了几百万人民解放军的排头
兵， 他如一块巨石激起人们心灵深

处朵朵浪花，值得我们永远纪念，他
就是雷锋。

每个时刻， 每个地点都会有不
同的人重复着雷锋式的行为， 用实
际行动阐释雷锋精神的含义。 小时
候，我的家境十分贫寒，一次，我饿
晕倒在一户同样贫困的农民老伯家
门口，那位老伯也饿着肚子，却把家
里仅有的一点儿粥拿来喂我吃，救
了我一命。从那以后，我立志要像那
位老伯一样， 宁愿舍己也要帮助那
些需要帮助的人。

（下转4版①）

让雷锋精神“看得见、摸得着”
———代表委员谈雷锋精神

湖南日报记者 王茜
实习生 毛敏轩

83岁了， 一辈子只做传播雷锋
精神这一件事。 他就是雷锋纪念馆
终身荣誉馆长———雷孟宣。

3月2日上午， 记者来到长沙市
岳麓区的园艺小区，拜访了雷孟宣。

雷老精神矍铄， 思维清晰，寒
暄话不多。但一提到雷锋，他就滔
滔不绝。

“我爷爷和雷锋的爷爷挂着亲，
妈妈和他妈妈是好友， 我和雷锋是
同宗同辈。 （下转4版②）

一辈子
传播雷锋精神

———雷锋纪念馆
老馆长雷孟宣的故事

导读
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复函同意

长沙市暂停征收路桥费

布点80余个国家

中联重科全球布局紧跟“一带一路”

3月4日，驻长沙部队官兵在湖南雷锋纪念馆参观。当天，200余名驻长部队官兵来到湖南雷锋纪念馆，参观
雷锋生平事迹陈列，并向雷锋同志塑像献花篮。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李箐箐） 昨天， 中联重科在
2015年“开门红”仪式上透露，受益于

“一带一路”战略，公司已在全球80余
个国家布点，未来3至5年，中联重科
海外市场收入在公司总收入中的比
重将提升至30%-40%。

中联重科在“一带一路”重点参
与国的资源配置上先行一步。2014
年 ， 中 联 重 科 先 后 完 成 对 德 国
M-TEC公司、 荷兰Raxtar施工升降

机技术公司以及奇瑞重工的并购；成
立印尼子公司和财务公司；海外公司
巴西服务中心也于当年建成并投入
使用。此外，在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
家，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东南
亚国家，在俄罗斯、意大利等欧洲国

家，中联重科都拥有举足轻重的市场
地位。

与此同时，中联重科也与中铁建
港航局集团有限公司等众多大型施
工企业建立了紧密合作关系，成为其
上游设备供应商。

中联重科分管海外业务的高
级总裁张建国介绍 ， 过去的一年
里，中联重科海外业务得到快速发
展。最新数据显示，2014年，中联重
科海外业务增长有望位列全行业
第一。

理论对话：雷锋精神与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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