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15日讯 记者从绥宁
县黄桑自然保护区管理处获悉，在
1月11日国家旅游局发布的35家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公示名单
中，“湖南省邵阳市黄桑生态旅游
区”榜上有名。这也是湖南省此次
唯一入围的一家。

绥宁县生态环境优美，自然风
光秀丽，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
为“一块没有被污染的神奇绿洲”。
保护区生长有被誉为“植物界的活
化石”的长苞铁杉，铁杉群有大小
铁杉38株，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
最大一处铁杉群落。

■通讯员 向云峰 刘京喜
记者 陆益平 陈志强

绥宁黄桑入围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

本报1月15日讯 15日上
午， 长沙市岳麓区四届人大五
次会议闭幕。 会议选举刘汇为
岳麓区人民政府区长。

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
之年，该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
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
长9.5%左右； 财政总收入增长
10%以上，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

长10%以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
资增长17%以上；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6%以上； 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增长11%以上；到位
外资增长10%以上，引进市外境
内资金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6%以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增长10%以上。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王艳明

刘汇当选长沙岳麓区区长

本报1月15日讯 参加
高校社团是许多大学生的重
要课余活动之一，近日，共青
团中央、教育部、全国学联三
部门共同印发《高校学生社
团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
法》）， 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
社团收费问题， 提出了明确
要求。

记者今日在我省部分高
校采访获悉， 几乎所有社团
在纳新时， 都会向会员收取
20-50元不等的会费。《办
法》指出，学生社团如收取会

费，须根据实际情况明确收
费标准，经社团内部民主决
策，报高校团委审核后进行
公示。

另外， 针对不少学生反
映的“社团活动商业味浓”的
情况，《办法》规定，原则上企
业、 社会机构不得在学校建
立特定冠名的学生俱乐部、
协会等社团。对于与企业、社
会机构联系紧密的创新创业
类社团，确需冠名，须经高校
相关部门批准。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朱美琪

本报1月15日讯 今天
下午， 我省召开第29次全省
“扫黄打非” 电视电话会议。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省“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组长
张文雄要求，用好“显微镜”，
织就“防护网”，确保我省文
化市场健康有序， 网络空间
明亮清朗， 社会文化环境向
好向上。副省长李友志主持。

会议收看了第29次全国
“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总结了2015年全省“扫黄
打非”工作，部署了2016年的
任务，表彰了2015年全省“扫
黄打非” 工作先进集体和办
案有功集体、个人。

张文雄对去年我省“扫
黄打非” 工作取得的成绩予
以充分肯定。他强调，深入开
展“扫黄打非”是落实党委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确保意

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要
拧紧安全阀门， 用好“显微
镜”“探测仪”，使非法出版物
在我省无藏身之地。 要运用
有关法律法规， 像秋风扫落
叶一般， 及时扫除文化市场
和网络文化环境中的灰尘和
垃圾。要织就牢不可破的“防
护网”，练就“火眼金睛”，铲
除少儿出版物市场中的“艾
萧”“杂草”。

张文雄要求， 做好打持
久战的充分准备， 进一步强
化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加
强有关部门协同配合， 突出
抓好有害出版物的封堵和非
法少儿出版物的整治， 突出
打击各类侵权盗版行为，突
出开展网上“扫黄打非”工作
和“扫黄打非”进基层活动，
坚决把“扫黄打非”斗争不断
引向深入。 ■记者 田甜

2016.1.16��星期六 编辑 李青 图编 覃翊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张郁文A02 要闻·时政

本报1月15日讯“2016
年， 力争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8%以上；先进制造业主营
业务收入增长12%左右。”1月
15日， 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
化工作暨加快制造强省建设动
员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对会
议召开作出批示， 要求全省各
级各部门牢固树立和贯彻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
理念，强化工业主导地位、发挥
企业主体作用， 着力向改革要
红利，着力向创新要动力，着力
向服务要环境， 推动工业发展
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副省长张剑飞出席会议并
讲话。

“一二三四”推进制造强省

“‘十三五’的中心任务是
全面实施‘1274’行动，即重点
发展12大重点产业，实施7月专
项行动， 打造4大标志性工程。
2016年， 我们将全面出台制造
强 省 建 设 五 年 行 动 计 划
‘1+12’的实施方案。”省经信
委主任谢超英说， 对于推动制
造强省建设，全省将坚持走“一
二三四”的推进路线。

据介绍，“一”是紧紧围绕制
造强省建设这个中心， 集中资

源、发挥两化融合军民融合优势
和系统优势进行支持。 从2016
年开始， 省经信委各类资金，支
持制造强省建设及相关项目的
比例不得低于70%。“二”是以发
展保持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
为目标。 在保持中高速发展方
面，将抓优势放大努力促进装备
制造业不断裂变新的千亿子产
业，推动轻工、食品等产业尽快
迈向五千亿台阶。“三”是实施政
府精准扶持、 企业精细管理、员
工精益制造等三大举措。“四”是
按照《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高
端化、网络化、绿色化、服务化的
方向，推动制造强省建设。

帮助企业减负增收

谢超英说，“十三五” 全省
将重点围绕《五年行动计划》确
定的12大重点产业， 开展20场
左右产业对接合作活动， 帮助
企业降低交易成本， 增加市场
订单。 进一步清理和规范涉企
行政事业性收费， 推动企业减
负。深入开展“百千万”服务企
业活动，省级抓100户左右大型
企业、 市级重点抓1000户骨干
企业、 县市区和园区重点抓
10000户规模工业企业，集中精
力帮助企业解难题。

■记者 肖德军 通讯员 文彬

我省“一二三四”路线推进制造强省
2015年在湘世界五百强达138家 今年全省规模工业增加值力争增8%

数据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省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十二五”时
期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作用显著。 我省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连
续四年居中部六省第一位， 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逐年下
降，装备制造业迈上万亿元台阶，医药成为第10个千亿产业，移
动互联网、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增材制造、新型住宅工业等新
产业新业态快速发展。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作用、引领经济社
会发展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据了解，2015年在湘世界500强企业
累计已达到138家，比2010年增加了69家。

医药成为我省第10个千亿产业
本报1月15日讯 今天下午，

省高院与省工商局“点对点”网络查
控合作协议签字仪式举行。至此，全
省各级人民法院与工商行政管理机
关将通过网络专线、 电子政务平台
等媒介， 双方实现业务信息系统对
接，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逐步实
现网络化执行与协助执行。

合作协议的签订，旨在切实提
高人民法院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在办理执行案件中查控被执行人
股权、 其他投资权益的工作效率，
共同推进“法治湖南”和社会征信
体系建设。

■记者 虢灿 通讯员 曾妍

省高院与省工商局
开展网络查控合作

全省“扫黄打非”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封堵有害出版物，整治非法少儿出版物

“两会”传真

高校社团收费标准须公示

近日，越冬水鸟调查队员在岳阳市东洞庭湖采桑湖水域监测水鸟。刚刚结
束的东洞庭湖越冬水鸟调查结果显示， 东洞庭湖区域监测到越冬水鸟6目12
科48种120531只，较2014-2015年度调查的102462只，增加了18069只，
增幅达17.6%。 记者 记者 周月桂 徐典波 摄影报道

东洞庭越冬水鸟
增加1.8万多只

本报1月15日讯 今日上
午，岳阳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第
三次全体会议召开。 陈光荣、李
永丰当选为岳阳市七届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汤文彬、姜彬、徐载
满、戴丽等4人当选为市七届人
大常委会委员。大会表决通过了
杨岳斌为市七届人大财政经济

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正钧、李有
根为市七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
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姜彬为
市七届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
员，刘沧海为市七届人大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上午十点半，
大会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胜
利闭幕。 ■记者 袁礼成

岳阳市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