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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3

月

2

日讯

(

记者 柳德新

)

今

天

8

时，湘江长沙站水位升至

27.07

米，

湘江枯水预警宣告解除。至此，我省

通过联合调度水利工程，从上游水库

向湘江补水，科学解决了去冬以来的

湘江枯水危机。

在长达

4

个月的枯水期间， 长株

潭城市群没有因枯水而发生一起供

水安全事件， 没有出现一起海事事

故。国家防总工作组最近来湘调研后

认为，湘江补水时间之长、补水水量

之多，均为历史之最，堪称科学调度

水资源的经典之作。

去年

10

月以来，湘江流域降雨严

重偏少，湘江中下游湘潭站、长沙站

先后创下历史最低水位，部分水厂不

得不依靠二次提水才能保证供水，河

道航运能力也大幅下降。面对历史罕

见枯水，省防指及时发布湘江枯水预

警， 启动湘江干旱期水资源调度方

案。

按照省委、省政府提出的确保湘

江中下游地区水量、水质和航道安全

的目标，省防指决定：从东江水库和

水府庙水库调水补给湘江，大源渡航

电枢纽、 株洲航电枢纽联合调控，均

匀足量泄水。此后，湘江中下游水位

持续下降趋势得到遏制。环保部门紧

急启动湘江枯水期水环境安全应急

预案，对部分涉水排污企业实行停产

限排，确保长株潭城市群饮用水源安

全。

宝贵水资源， 滋润长株潭。

2008

年

10

月至今，东江水库、水府庙水库

累计为湘江中下游补水近

20

亿立方

米，湘江长沙站水位得以维持在

25.20

米以上， 湘潭站流量得以维持在

600

立方米每秒左右，确保了长株潭城市

群供水安全，确保了湘江流域生态安

全。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夏伟雄） 日前， 世界最大

功率

3200

千瓦永磁同步风力发电机

施工设计方案， 在株洲通过专家评

审。 该发电机是由株洲南车电机公

司与新疆金风科技合作设计的。 据

项目负责人介绍， 该风力发电机样

机将于今年

8

月在株洲诞生， 并将

成为今后数年我国风力发电主打机

型。

专家估计， 我国今年将成为世

界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生产国。 与传

统双馈异步式风力发电机相比， 永

磁直驱式风力发电机可有效降低机

械故障率和定期维修成本， 并提高

风电转换效率， 运行可靠。

近年来， 株洲南车电机公司大

力引进消化吸收国际先进技术， 打

造出大功率、 高速牵引电机变压器

开发平台。

2003

年， 与新疆金风科

技公司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联

合开发先进、 适用、 可靠风力发电

机。 到目前为止， 已成功开发

800

千瓦、

750

千瓦异步和

1500

千瓦永

磁等多种型号的风力发电机， 并实

现批量生产。

本报

3

月

2

日讯 （记者 姚学文）

全国第十届中学生运动会

8

月在长

举行， 届时将有来自全国各省、 自

治区、 直辖市、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和香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的

34

个代

表团、

5500

名运动员参会， 是历届

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这是记者从

今天长沙市举行的全国第十届中学

生运动会筹备委员会暨动员会上获

得的信息。

全国中运会是国家级综合性运

动会， 由教育部、 国家体育总局、

共青团中央主办， 每

4

年举办一次，

迄今已举办了

9

届。 据悉本届中运

会具体比赛时间为今年

8

月

16

日至

21

日。

“弯道超车”谋跨越

———我省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纪实

本报记者 易博文

为积极应对金融危机，我省提出了“弯道超车”，科学跨越的发展目标。近日，我省最大批量出口的火车货车车厢

1900

节

,

从长沙新港发运至澳大利亚。 图为港口抢装火车厢的情景。 胡富君 摄

湘江枯水预警宣告解除

去冬以来，通过科学调度，东江水库、水府庙水库累计为下游

补水近20亿立方米

本报北京

3

月

2

日电 （记者 蒙

志军 张斌 通讯员 路标） 十一届

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即将在北京开

幕 。今天上午

11

时

05

分 ，在湘十一

届全国人大代表乘飞机抵达北京。

出发前，省领导陈叔红、蔡力峰、肖

雅瑜、刘莲玉前往住地为代表们送

行。

尽管长沙清晨下起了雨，却丝

毫没有影响代表们激动的心情，许

多代表早早来到了出发地点集合。

虽然相互间都是老朋友了，但时隔

一年再次相聚，大家还是有说不完

的话题。

这次 “两会 ”是在国内外经济

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召开

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如何应对

金融危机 、提振信心 ，如何抢抓机

遇、加快推进 “一化三基 ”等 ，成为

代表们最为关注和飞行途中讨论

最多的话题 。“期盼应对金融危机

有更多的政策出台”、“要更加重视

返乡农民工的就业与创业”、“要促

进革命老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老

区人民更快地脱贫致富”……代表

们你一言 、我一语 ，进行着热烈的

交流探讨 。带着春天的憧憬 、带着

应对危机的必胜信心，国家一级演

员王阳娟代表提议代表们一起唱

国歌 ，万米高空中 ，唱响了激昂的

旋律。

抵达北京后 ， 经过短暂的休

整 ，代表们又纷纷忙碌起来 ，或书

写 、整理议案和建议 ，或三五个代

表在一起交流意见建议。代表们纷

纷表示， 会上一定积极参政议政，

充分展示出湖南代表的良好形象，

履行好人民代表的神圣职责。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抵京

3

月

2

日

,

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湖南代表团代表乘机抵达北京。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

全国“两会”特写

沉甸甸的责任

本报记者 蒙志军

3

月

1

日，一名摄影爱好者在安化县拍摄雪景。连日低温阴雨，我省部分

地区出现冰雪、雾凇景观。 吴毅晖 摄

■

全国“两会”热线

综合新华社北京

3

月

2

日 电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将于

3

月

3

日下午

3

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

幕。

会议期间，

2000

多名全国政协

委员将听取和审议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和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

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列席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

会议，听取并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及

其他报告。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电视

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对开幕会

贾庆林作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进行

现场直播；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

央视网将对开幕会作实时报道。

据大会发言人赵启正

2

日下午

宣布，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将

于

3

月

12

日上午闭幕。

全国第十届中运会8月在长举行

34

个代表团

5500

名运动员参会，为历届规模之最

株洲设计出世界最大永磁风力发电机

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

今日下午开幕

大会将于12日上午闭幕

———代表委员关注食品、药品和生产安全

3

月

2

日上午

9

时，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尽管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个不

停，但当飞机升上万米高空时，舷窗

外却是阳光明媚。

此时，乘机赴京参加十一届全

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在湘全国人大代

表，心中也仿佛装满了阳光。

阳光源于信心。从年初的低温

雨雪冰冻灾害，到年中来自国际初

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冲击，再到

年底蔓延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不

平凡的

2008

年，令人难忘。在这样的

背景下，湖南的各项经济工作取得

了明显成效，经济总量迈上了万亿

元台阶，这是一个新的起点。

新起点， 新气象。 飞机上， 来

自郴州的刘潭爱代表正在仔细推敲

即将到大会上提交的议案。 作为郴

州高斯贝尔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 刘潭爱代表的企业也正面临

金融危机的考验 。 然而 ， 对于未

来， 他信心满怀： “去年那么大的

冰灾， 我们都挺过来了， 还有什么

困难不能克服呢。” 刘潭爱说， 非

常时期应该有非常举措， 高斯贝尔

现在的思路就是

9

个字， 即 “调战

略， 练内功， 保增长”。 他告诉记

者， 自己准备在这次大会上提交一

个关于修改完善 《劳动合同法》 的

议案， 以期能够帮助更多的企业减

轻负担、 渡过难关。

信心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责任。

飞行途中，代表们的话题无不与“两

会”有关：心系民生，讨论如何让更

多农民走上致富的道路；关心孩子

们的成长，探讨如何进一步解决留

守儿童的问题……作为长期与“三

农”打交道的企业代表，田儒斌代表

这次带来了《关于在国际金融危机

背景下加大农业产业化支持力度的

建议》，他说，当前，农业、农村的发

展和农民的增收面临空前的困难，

在农民务工收入减少的情况下，我

们更多应该思索如何通过发展农业

产业化经营，让农民通过流通增收、

加工增收。

来自湖南忘不了服饰有限公司

的罗美元代表，对责任有着自己的

诠释。她说：“从普通农民，到企业老

板，再到全国人大代表，我觉得自己

是最幸运的人。面对当前的金融危

机，作为企业界的代表，更应该勇于

担当，这次会上我将围绕如何帮助

企业渡过难关、如何扩大内需保增

长等方面提一些建议。”

飞机上， 性格开朗的文花枝代

表正和座位旁边的代表热烈地交

谈。她说：“最开心的是又看见其他代

表了，因为又有机会向他们学习了。”

(

下转

2

版

)

一场百年罕见的国际金融危机，

突如其来，来势凶猛，将全球经济逼

入“弯道”，我省也受到严重影响，面

临严峻考验。

关键时刻，省委、省政府明确提

出：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

部署，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

不利影响，化“危”为“机”，抢抓机遇，

不仅要保持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增长，

还要 “弯道超车”，科学跨越！

“弯道超车”，这是赛车场上制胜

的黄金定律。弯道有险情，弯道更有机

遇；“弯道超车”的要义正在“危”中觅

“机”

,

进而化“危”为“机”，脱颖而出！

弯道充满变数， 弯道考验功力，

弯道更蕴藏胜机。“弯道超车”， 彰显

湖南风采———

2008

年，历经百年罕见

雨雪冰冻灾害磨难的湖南破浪前行，

逆势飞扬，经济总量跃入全国“万亿

元俱乐部”，生产总值增速前移四位，

名列全国第九；今年

1

月，工业、投资、

消费，均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

“弯道超车”正其时

增速放缓；财政增收、群众生活

困难加大；返乡农民工增加，就业面

临压力……去年

10

月，国际金融危机

对我省的影响开始显现。

当时， 我省正在筹办银企洽谈

会。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灰色背景下，

促进银企的对接洽谈， 还有没有戏？

能有多大戏？ 当时有不少人担心。省

委、省政府态度明确：国际金融危机

的不利影响应该积极应对，银企洽谈

会不仅要办，而且要办好。经过多方

努力，洽谈会取得了意想不到的丰硕

成果：

186

个项目签约，意向贷款总额

960.4

亿元；

5

个企业上市与私募股权

融资项目达成协议， 直接融资

4.8

亿

元；金融租赁签约融资达

2.82

亿元。

洽谈会的成功举办，成为了我省

临危不乱 、“危 ”中觅 “机 ”的一个实

证。

危机迅速蔓延，不利影响从虚拟

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发达国家向发展

中国家，从沿海向内地，从中小企业

向大型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出口导

向型企业向其他企业扩散，经济运行

可能会遇到更加困难的局面。如何积

极应对？成了摆在省委、省政府面前

的第一件大事。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春贤，省委副书记、省长

周强等省主要领导，一边密切关注事

态的最新发展，一边走进企业、走进

乡村，展开密集的调研，深入了解实

际情况，缜密思考应对措施。

对资源类产业比重大、劳务输出

量大、 财政相对薄弱的我省来说，这

场危机对我省工业、就业、财政等各

方面的影响的确不可低估。 但是，省

委、省政府始终认为，随着国际金融

危机的加深，世界经济增长格局有所

变化，但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大趋

势不会逆转，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

遇期仍然存在，我省经济发展也不会

因为这场危机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去年

11

月，中央果断出手，决定

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

货币政策，推出一系列确保经济平稳

较快发展的政策措施。

(

下转

4

版

)

———解读近期连阴雨天气

圆明园兔首、鼠首竞拍后续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