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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陈亚

静 ）今天晚上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春贤在长沙会见了以党

主席普拉昌达为团长的尼泊尔联合

共产党（毛主义）代表团一行。

张春贤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和湖

南人民对考察团一行来湘访问表示

欢迎。他说，湖南是毛泽东主席的故

乡，作为中国中部省份，有着丰富的

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中

水稻生产和旅游资源等闻名世界 。

近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

导下， 湖南的经济社会实现了又好

又快发展 。希望通过联合尼共 （毛 ）

代表团的这次访问， 进一步巩固中

尼传统友谊，加强党际友好交流，推

动湖南与尼泊尔的友好往来和在农

业、旅游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普拉昌达说， 作为中国的友好

邻邦， 我们为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取

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骄傲。 来到毛泽

东主席的故乡访问十分激动， 对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表示赞

赏。尼泊尔是农业大国，在水稻种植

等方面非常需要湖南的帮助， 希望

能与湖南在这方面以及其他领域建

立全面合作。

联合尼共（毛）副主席基兰，联合

尼共（毛）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事部主

任克里希纳·巴哈杜尔·马哈拉等；中

联部副部长刘洪才，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李微微参加会见。

本报

10

月

15

日讯 （记者 唐爱平

李伟锋） 华菱、 中联、 株洲南车时

代在海外的并购佳音频传； 菲亚特、

比亚迪等企业满怀信心入湘……今

年以来，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

我省工业经济依然又好又快， 新型

工业正大步向前， 真正成为富民强

省的 “第一推动力”。

据统计，

1

至

8

月， 我省规模工

业完成增加值

2519.88

亿元， 同比增

长

17.6%

，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9.5

个

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

5

位。 企业效

益持续增长， 前

8

个月， 盈亏相抵后

规模工业实现利润

312.12

亿元， 同比

增长

31.9%

， 增幅比上半年提高

12

个

百分点。 全省

38

个工业行业中 ， 有

36

个实现盈利， 大部分行业利润实

现增长， 亏损行业由一季度的

4

个减

少至

2

个。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 成为我

省经济工作的重心。 今年以来 ， 为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 ， 省

政府年初便出台一号文件———《关于

促进工业企业平稳较快发展的若干

意见》，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4

月又出

台扶持企业发展的 “十条政策措

施”， 全省

12

个产业振兴实施规划也

相继出台。 一系列提速湖南工业的

“组合拳” 相继出手， 确保了我省工

业生产高位运行。 （下转

2

版

④

）

本报

10

月

15

日讯（记者 夏似飞

通讯员 欧阳天然）

10

月

14

日至

15

日，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在益阳考察指导

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

动时要求，创新形式，突出实效，善于

用群众语言宣传普及科学发展观，真

正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根据省委的统一安排，沅江市三

眼塘镇三眼塘村是梅克保的第三批

学习实践活动联系点。

15

日上午，梅

克保一行专程来到三眼塘村，走访基

层党员、了解村里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学习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全村有多

少党员？”“

78

位党员， 其中外出党员

12

人。”“村民有哪些主要经济来源？”

“主要靠跑交通运输、 搞建筑施工和

从事个体经商……”在得知该村

2008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9356

元、并被授予

“湖南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

村”时，梅克保十分高兴。在三眼塘村

村部，梅克保听取了沅江市、三眼塘

镇和三眼塘村关于学习实践活动开

展情况的汇报，并和基层党员代表进

行了座谈。 （下转

2

版

②

）

本报乌鲁木齐

10

月

15

日讯 （记

者 李勇）今天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王

乐泉在乌鲁木齐会见了由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建国，副省长刘力

伟率领的湖南党政代表团一行。

王乐泉对代表团一行的到来表

示欢迎，对湖南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大力实施“一化三基”战略、经济

社会保持又好又快发展局面给予充

分肯定，对湖南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

支持援助表示感谢，并请代表团转达

他对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春贤，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周

强的问候。

王乐泉说，新疆和湖南的友谊源

远流长，新疆人民和湖南人民血肉相

连。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湖

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援

疆工作的重大决策和部署，扎实开展

援疆工作，取得了较好成效，为新疆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王乐泉指出，乌鲁木齐“

7

·

5

”事

件发生后， 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自

治区全力做好事件处置工作，坚决制

止暴力犯罪，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

的严打高压态势， 切实加强正面宣

传，迅速平息了事态，恢复了乌鲁木

齐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保持了全疆大

局的稳定。

王乐泉指出，“

7

·

5

” 事件虽然给

各族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

但绝对动摇不了全疆干部群众维护

祖国统一的坚强意志，改变不了新疆

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

好局面。 （下转

2

版

①

）

本报乌鲁木齐

10

月

15

日讯

(

记者

李勇

)

山水相隔难挡湘新两地人民的

深情厚谊，心心相印共谱民族团结共

同发展新篇章。今天下午，新疆·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在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举行。会议提

出，努力加强两省区经济文化交流与

合作，携手共进，推动湘新交流合作

再上新台阶。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黄建

国，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组

织部部长韩勇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

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库热西·买合苏提， 副省长刘力伟分

别介绍了两区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经信委主任王永

明出席。

湖南与新疆的友谊源远流长 ，

两省区人民情深意厚 。改革开放以

来 ， 湖南与新疆在经贸 、 文化 、教

育 、 卫生等领域的交流逐年扩大 。

按照中央的部署 ，

1998

年以来 ，湖

南先后选派了

5

批共

l85

名干部到新

疆工作 ， 为两省区架起了增进友

谊 、广泛交流 、深入合作的新桥梁 。

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湘煤集团在鄯

善县沙尔湖煤田获得了

l00

亿吨以

上煤炭资源开采权 ，华菱集团衡钢

与吐哈油田合作建设年产

15

万吨

的钢管加工项目。 （下转

2

版

③

）

本报记者 蒙志军 陈亚静

这是一次特殊的“走亲戚”。

10

月

13

日下午，麻阳苗族自治县

的

7

位农民和基层干部平生第一次走

进省委常委会议室，再次见到了想念

已久的亲人———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春贤。

难忘那顿年夜饭

“王大姐！老主任！欢迎你们！”重

逢在省委常委会议室里， 张春贤亲切

地一一与乡亲们打招呼， 久别的问候

与爽朗的笑声使会议室顿时热闹起

来。

今年

1

月

23

日，在春节到来前夕，

张春贤来到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

乡楠木桥村， 看望慰问少数民族群

众，送上新春祝福，并和乡亲们一起

吃了年夜饭。

大半年过去了， 省委书记与苗寨

乡亲之间一直深深牵挂着。 乡亲们想

到长沙看望张春贤书记的愿望也越来

越强烈，受大伙的委托，楠木桥村党支

部副书记、大学生“村官”叶为给张春

贤写来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家信”———

“乡亲们想念您，想来省城看望您”。

很快，“家信”有了回音：省委书

记热情欢迎乡亲们来省委做客。按照

张春贤的要求，省委办公厅的工作人

员也为迎接远方苗寨的亲人做好了

精心准备，到长沙后先带乡亲们看看

省会长沙的变化，省委常委会议室里

重新布置了座位……

再次见面，张春贤一眼就认出了

王玉莲大姐。张春贤说，今年的年夜

饭我就是在王大姐家吃的，吃饭的时

候， 王大姐可是介绍了不少的情况。

看到

８３

岁的谭先治老人和老党员代

表谭华玉也来了， 张春贤十分高兴，

一边询问老人们的身体，一边回忆起

吃年夜饭时的情景。

喜话新苗寨

“张书记上次来我们苗家做客，

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又可以见到张

书记了，大伙激动得几晚没睡觉。”乡

亲们激动地说。

“我也一直惦记着乡亲们。省委、

省政府对全省人民的致富非常关心，

对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非常挂念，今

天乡亲们来省委作客， 大家不要拘

束，多说说心里话。”张春贤关切地询

问起乡亲们这一段都过得怎样？半年

多来，村子里有什么变化？大家在致

富方面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党的惠农

政策，哪些你们最欢迎？退下来的老

村干部有多少收入？

大家纷纷打开了话匣子。“这次

来长沙感受真是大不一样。以前到长

沙要坐

１２

个小时的车， 可这次来，大

家走上了新修的高速，比原来的时间

短了一半，这在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

的。”说起苗寨的变化，乡亲们更是争

先恐后，县里有广场了，村里都通了

水泥路，农民也住上两层小洋楼了。

“乡亲们能住上楼房的有多少？”

“我们村

80%

都住上了小洋楼，

基本是这两年盖起来的。” 楠木桥村

主任谭泽长回答道。

“我们村有了

２４

台汽车，

３８

辆摩

托车。我家就买了一台越野车。”楠木

桥村支书谭泽勇抢过话头说。

“王大姐，你家的情况怎么样 ？”

张春贤笑着问已经

70

岁的王玉莲大

姐。

“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有在当

地工作的，有在外打工的，我们家的

条件好着咧。” 王大姐一口浓重的乡

音。

一旁的大学生 “村官” 叶为插话

说，到长沙后，大家担心王大姐不会用

宾馆的水龙头和电器，准备去教她，谁

知她连连摆手说：“我都会， 跟我家里

都一样。”招来一阵会意的笑声。

乡亲们告诉张春贤，现在党的惠

农政策很多，粮食直补、新农合、生猪

补贴、农机补贴、家电补贴等等，让老

百姓得到了很多实惠。

“谭书记，请你讲讲村里困难户

的情况。” 张春贤点了楠木桥村支书

谭泽勇的“将”。

“贫困户大约占

10%

，主要是残

疾人和文化素质较低的群体，但他们

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了。针对贫困孤寡

老人，我们还建了敬老院。”谭泽勇回

答说。

“住敬老院交不交钱？”

“不交钱，老人们生活得很好，天

天都有肉吃。”

会议室里又是一片笑声。

楠木桥村的“五年计划”

“楠木桥村、谭家寨乡和麻阳县

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看到大家的

精神状态都这么好，我非常高兴。”听

了乡亲们的介绍，张春贤说，这些都

说明，任何一个地方，不管基础怎么

样，只要思路对头，只要干部群众团

结肯干，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都是

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发生大的变化

的，我们要有信心，要下决心把我们

的家园建设好！湖南省九次党代会提

出“富民强省”的目标，富民强省首先

是富民，广大基层干部要继续把带领

群众致富作为第一位的指导思想。如

果大家都能致富，村民们都开上了小

汽车、住上了好楼房，这就说明我们

的干部是为老百姓致富实实在在做

出了贡献的。

谭泽勇十分健谈 ， 说到村民致

富，他自豪地说：“我们楠木桥村也有

几个‘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就

是要把基础设施建设好， 像水、 电、

路、信息等，现在已经完成了。村里已

经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了，就是产

业发展，生态产业再加上文化牌。”

这个思路得到了张春贤的肯定，

他说，像麻阳县楠木桥村这样的边远

少数民族聚居地， 有着交通区位优

势、生态优势和苗族文化优势，现代

发展思路的优势也很明显。这四个优

势结合起来，就是整体的优势，也是

特色。在今后的发展中一定要发挥优

势，突出特色，只要有宽的视野、高的

起点，把这些优势发挥好，形成自己

的特色，发展路子就会越走越宽。

“大学生村官”大有可为

“现在村里正准备搞个‘大学生

村官创业园’， 把全县的

16

个大学生

村官全部联合起来，给他们一个创业

的平台，再把村里面返乡农民工都集

中起来， 把过去分散的小农经济，变

为集约化、规模化的生产，打造生态

产业，打出‘大学生村官创业园’的品

牌。”说起“大学生村官”，乡亲们都翘

起了大拇指。

楠木桥村党支部副书记叶为就

是全省首批大学生“村官”之一，在到

村里前，他自小在城里长大，大学毕

业后曾是一家企业的区域经理。

“过去是隔着书本看农村 ，现在

是真正融入了农村，想用自己的一技

之长， 为当地的老百姓办些实事。相

信我们的创业品牌会很有吸引力 。”

从种植养殖、加工到包装，介绍起“大

学生村官创业园” 的一条龙设想，叶

为很激动。

“希望通过你问候全省的‘大学生

村官’，也希望有更多的大学生能够到

农村广阔的天地中去实现人生价值。”

张春贤说，实践是最好的大学，大学生

到农村一线大有可为， 可以学到很多

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体会到中国人

民创造历史的艰辛和伟大， 体会到人

民群众的勤劳和年轻一代的责任。大

学生村官要真正了解农民， 跟农民群

众交朋友； 要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多了

解中国的“三农”，再通过对比了解全

世界。要安心在基层建功立业，在带领

群众致富中实现自身价值。

村干部还告诉省委书记，当前村

一级正在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农村出现了很多新气象，村支

部团结带领全村人抓发展、 讲民主、

办实事、树新风，共产党员在群众中

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大家回去后请代表我们向乡亲

们问好，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张春贤高兴地说。

会议室里，每个人的心都是暖暖

的。

苗寨乡亲省委看亲人

———张春贤祝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幸福

10

月

13

日下午，来自麻阳苗族自治县的

7

位农民和基层干部走进省委常委办公楼，见到想念已久的亲人———省委书

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春贤，心情格外激动。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湖南工业发展又好又快

梅克保在益阳考察指导学习实践活动时要求

善用群众语言

宣传普及科学发展观

图为张春贤和普拉昌达亲切握手。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张春贤会见联合尼共（毛）代表团

由国家体育总局和第十一届全运会组委会主办的“中国体

育

60

年辉煌成就展”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图为观众

在湖南省展厅内参观。 本报记者 郭立亮 谭云东 摄影报道

1至8月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第5位， 规模工业实现利润同比

增长逾三成，38个行业中36个行业实现盈利

300家重点用能企业万元产值能耗实现两位数的降幅

千亿元产值行业队伍日益壮大

广汽菲亚特、比亚迪等落户湖南，引领中部汽车产业大变局

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大步走向世界，工程机械“龙头”地位牢不可撼

左图： 长丰集团汽车总装生产

线。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王乐泉会见

湖南党政代表团

共谱民族团结共同发展新篇章

新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