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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实践

科学发展观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孙敏坚）今

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

春贤在长沙看望了

２００８

年 “中国首善”、

江苏黄浦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光标，

２００７

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衡

阳李丽家庭工作室主任李丽一行。

陈光标连续

4

年获得 “中华慈善

奖”，连续

2

年获得“中国首善”称号，已

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

7

亿多元。李丽身

残志坚， 从

20０５

年开始创办家庭教育

工作室，举办公益活动

４００

多场，在促

进青少年心理健康、 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等方面作出了贡献。

张春贤在看望时说， 陈光标作为

企业家，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不忘回馈社

会，体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李丽以

顽强的意志，致力于青少年心理教育工

作，这份对社会的爱心和奉献精神值得

赞赏。湖南一直倡导企业家在发展事业

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倡导能有更多的

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希望榜样的力量

能带动更多的爱心汇聚，不断推动慈善

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

陈光标、 李丽表示将进一步增强

社会责任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更多

回报社会。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杨泰波，副

省长甘霖一同看望。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蒙志

军） 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张春贤深入长沙、株洲，就汽车

产业发展进行专题调研。他强调，当

前是我省汽车产业发展最好的机

遇， 要抓紧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调整

和振兴汽车产业采取的一系列政策

措施，加快我省汽车产业重组步伐。

2007

年初， 围绕推进新型工业

化主题，张春贤曾深入到全省汽车、

钢铁、 有色、 食品等行业的重点企

业，分产业进行调研。省委、省政府

随后出台了分行业的扶持政策，并

且制定了相应的产业发展规划。当

前，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国家出

台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 我省更

需要结合实际制定落实方案， 推动

产业升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实现“弯道超车”。为此，张春贤先后

来到长丰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长丰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长沙众泰

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湘江关西涂料

有限公司、 株洲南车时代电动汽车

股份有限公司等汽车及汽车配件生

产企业， 就汽车产业发展进行专题

调研。

我省的汽车工业起步较早，经

过多年发展，尤其是

2007

年省委、省

政府把汽车产业作为全省支柱产业

来谋划，并制定了产业发展规划后，

我省汽车工业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在专用汽车生产、 汽车零部件制造

和新能源汽车核心零部件研发等方

面拥有了一定的发展基础。 目前拥

有汽车整车生产能力约

40

万辆 ，

2008

年全省汽车产量

16

万辆，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约

400

亿元，占全省机

械工业产值的

20%

左右。 但整车生

产规模不大、带动作用不强、产品结

构性矛盾突出等薄弱点仍是我省汽

车产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在位于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长丰汽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总装车

间， 一辆刚刚下线的猎豹

CS7

轿车

吸引了张春贤的目光。这款新车，不

仅是长丰猎豹

2009

年的战略车型，

也是国内首款由专业

SUV

向轿车领域

延伸的跨界车。 正是由于在产品研发

上的不断创新，今年一季度，企业累计

完成工业总产值

5.9

亿元， 同比增长

29.88%

；实现销售收入

5.7

亿元，同比

增长

23.2％

。 张春贤对企业研发能力

的明显提升给予肯定。

长沙众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整车生产企业， 今年将达到

10

万台

轿车产能。张春贤走进生产车间，对企

业的生产销售形势、应对危机措施、发

展面临的困难、 技术创新能力以及每

款车型的性能一一进行了解， 还饶有

兴致地坐进一辆“众泰

2008

”车里，亲

身体验乘坐感受。

同处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长

丰动力有限责任公司， 是一家汽车发

动机研发企业。 张春贤在这里详细了

解了发动机生产的工艺流程和企业管

理模式。 当听说该公司今年

1

月投产，

2010

年将实现

5

万台汽油发动机的产

销目标时 ， 张春贤叮嘱企业负责人

说： “发动机是汽车的 ‘心脏’， 湖

南的汽车产业发展缺少发动机不行。

一定要重视研发团队的培养， 重视自

主创新， 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

力争让公司成为最具竞争力的发动机

企业。”

在株洲， 张春贤考察了南车时代

电动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面对国

际金融危机，利用自身的科研优势，主

打新能源汽车牌， 目前已经形成了年

产

3000

辆混合动力公交车整车的生产

能力， 每一辆混合动力车与普通汽车

相比，至少能节约

30%

的能源。

深入企业调研后， 张春贤又召集

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一起座谈。他说，

当前， 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

一系列政策措施在湖南已经见到实

效

,

全省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势

头，回暖迹象明显，这得益于我们按照

科学发展观要求实施的“一化三基”战

略， 得益于新型工业化加速推进过程

中，分类调研、分类指导出台了系列产

业政策，让全省特殊产业、特殊行业得

到了长足发展。 （下转

2

版）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唐婷

徐蓉 张斌）雨后的岳麓书院满眼新

绿，阳光洒满古老庭院。今天，千年

学府岳麓书院又增添了一份文化厚

重， 全国首场世博论坛———上海世

博会湖南专题论坛“千年论坛”在此

精彩开讲。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

员长、著名学者成思危，中央宣传思

想工作领导小组原副组长、 中国生

产力学会会长、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

第一副会长王茂林分别发表主旨演

讲。省委副书记、省长周强致辞，上

海市政协副主席、 上海世博会执委

会副主任周汉民也作了精彩演讲。

以《科学发展观与城市的科学

发展》 为题， 成思危以一个学者角

度， 深入探讨了在城市发展中如何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他说，城市化

是与工业化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不能采取英国、

美国、拉美等模式，必须实现农村人

口的合理有序转移， 不仅要使农民

自由流转到城市，还要公平对待，解

决农民就业、住房、子女上学、社会

保障等问题。成思危指出，衡量经济

发展质量的指标之一就是良好的生

态环境。“进入

21

世纪， 我们更需要

建设一种新的文明：即保护生态、节

约资源，对环境友好、人与自然和谐

相处的文明。”成思危说，科学发展

观正是适应这种新的文明的思想。

他指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环境

保护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任务任重道

远。眼下，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更加

要注意经济发展质量， 要更进一步

关注气候变化、 臭氧层破坏、 荒漠

化、 水资源短缺等重大全球性环境

问题。 （下转

6

版

①

）

本报

4

月

20

日讯（记者 唐婷 徐蓉

张斌）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

名经济学家成思危今天在长沙岳麓书

院举行的上海世博会湖南专题论坛上

称，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或

在今年六七月份初步见底。

2011

年，中

国将迎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

成思危援引国家统计局一季度的

统计数据说， 中国经济确实已经出现

积极的变化。他指出，中国的经济周期

往往是

10

年一个周期， 我国从

2001

年

开始，

GDP

进入两位数增长，

2008

年回

落至

9%

。这当中，既有国际经济危机

的影响，也有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开

始进入一个下降周期的影响。

成思危说， 从今年一季度的经济

数据看，下降幅度正在减缓，这是非常

积极的迹象， 但这种迹象还难以表明

中国经济已经回暖。 因为中国经济是

靠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拉动。金

融危机发生以后， 这

3

方面都受到严重

影响。特别是外贸，今年一季度，全国

外贸下滑了

25%

左右，下跌幅度很大。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全国各地推

出了诸多刺激经济的措施， 如推动家

电下乡、发放消费券等。成思危一方面

肯定这些政策的积极作用， 一方面提

醒，不能因为出现积极变化，就放松了

努力。“我希望大家关注我的名字，就

是居安思危， 要能够预见到可能会有

的挑战，及时采取预防性措施。”他指

出，今年我国

GDP

实现

8%

的增长目标

问题不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加大投

资的同时不能浪费资源、污染环境，要

实现高质量的扎扎实实的增长。

成思危认为， 中国经济将在今年

六七月份初步见底， 下半年将比上半

年好，明年将比今年好，

2011

年将迎来

新一轮的经济增长周期， 迎来又一个

春天。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张斌 徐

蓉 唐婷）今天上午，’

2009

中国国际职

业教育论坛在长沙开幕。 全国人大常

委会原副委员长、 中华职业教育社理

事长成思危发表 《职业教育是面向人

人的教育》的主题演讲。省委副书记、

省长周强致开幕词。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来贺信。

参加此次论坛的国外嘉宾有，联

合国秘书长办公厅原高级顾问杜晖贤、

世界银行原欧洲地区副行长奥特曼·西

门斯、世界经济论坛城市管理委员会主

席劳伦斯·布鲁姆、 国际城市和地区可

持续发展公私合作组织合伙人赫尔伯

特·兹罗比等， 国内嘉宾有中国教育国

际交流学会会长、 原国家总督学柳斌，

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车秀兰等。

省领导和老同志李微微、郭开朗、

颜永盛出席论坛开幕式。 开幕式由柳

斌主持。

开幕式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周远清和省政协副主席刘晓分别主持

了上午和下午的论坛。此次论坛由中华

职业教育社与省政府联合主办，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职业教育专家学者

及国内嘉宾共

500

余人参加。 大家围绕

“职业教育———面向人人的教育” 的主

题，从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的职业教育

发展、 比较视野下职业教育的时代特

征、 中外职业教育合作启示与实践、加

快发展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等不同视角

作了深入研讨发言。 （下转

6

版

②

）

本报评论员

目前，全党第二批深入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正如火如荼进

行，第一批学习实践活动各相关单

位也正在扎实推进整改落实方案

的落实。

全省参加第一批学习实践活

动的

128

家单位制定的整改落实方

案， 已经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了公

布、向群众作出了承诺，能不能按

期按要求落实整改方案，关系到党

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力。各

地各单位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毫不松懈地抓好第一批学习实践

活动的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切实兑

现承诺，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的长效机制，不断巩

固和拓展学习实践活动成果。

整改落实方案能不能落实到位，

直接关系到党委、政府的形象。形象就

是生命力，形象就是战斗力。能不能取

信于民， 关键在于已经承诺的话能不

能兑现，已经答应的事能不能落实。绝

对不能在开展活动的时候， 将整改落

实方案看得很重、摆得很高。活动一结

束，就将其束之高阁、不管不问。学习

实践活动时间是有限的， 推动科学发

展、实现全民小康是一个长期的目标，

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能

否取信于民， 整改落实方案落实得如

何，是对执政能力的考验。正如省委

书记张春贤不久前在重访洞庭湖渔

民上岸定居问题时所说的，“我们不

能‘忽悠’老百姓，不能光讲漂亮话，

说过的话就一定要落实。 让现代化

的文明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这是我

们当政者的重要责任。”

整改落实方案能不能落实到

位， 直接关系到学习实践活动的成

效。整改落实不是做表面文章，而是

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下转

6

版

③

）

本报

4

月

20

日讯 （记者 苏莉 通

讯员 熊望衡）今天上午，“中澳合作国

家级反对家庭暴力培训研讨班” 在长

沙开幕。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甄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澳大

利亚人权委员会国际合作局项目经理

娜塔莎·德·西尔维亚在开幕仪式上致

辞。 来自全国妇联系统和法院系统的

117

名代表参加研讨。

此次培训研讨班是

2000

年以

来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妇女人权保

障领域的第

10

次合作， 旨在总结

交流妇联组织与法院系统合作反

家暴工作经验， 推进最高人民法院中

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涉及家庭暴力婚

姻案件审理指南》 在基层法院的试行

工作， 探讨妇联与法院协调联动预防

和制止家庭暴力的合作机制和工作模

式。培训班为期

3

天，由全国妇联、澳大

利亚人权委员会主办，省妇联承办。

（下转

6

版

④

）

张春贤专题调研汽车产业发展时强调

抓住机遇 加快汽车产业重组

张春贤看望陈光标李丽

成思危长沙谈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经济2011年将迎来

新一轮增长周期

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

或在今年六七月份初步见底

4

月

20

日，孩子们

争相在上海世博会吉

祥物海宝前合影留

念。 当天上午，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湖

南宣传周暨海宝入湘

揭幕仪式在湖南大学

东方红广场举行。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2009中国国际职业教育论坛开幕

成思危发表演讲 周强致开幕词

中澳合作反家庭暴力培训班在长举行

探讨妇联法院联动干预机制

落实整改方案 巩固活动成果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系列评论之二十一

首场世博论坛岳麓书院开讲

成思危等作主旨演讲 周强致辞

全国人

大常委会原

副委员长 、

著名经济学

家成思危对

当前经济形

势 发 表 演

说。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图为论坛现场。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

海

宝

﹄

来

湘

●

中央新增投资项目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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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巢”迈入后奥运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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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60

周年

多国海军活动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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