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6月23日，长沙裕湘纱厂和意大利马尔凯大区启动文化艺术交流周活动。图为市民在免费品鉴意大
利红酒。 记者 郭立亮 摄

·国际友好城市篇

5月17日，湖南-罗马尼亚经
贸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罗马尼亚
副总理兼环境部长格拉切拉·加
夫里列斯库带领罗马尼亚代表
团， 对罗马尼亚潜在的贸易与投
资机会进行了宣讲， 同时发布了
多项贸易及基础设施建设、工业、
农业、 旅游等方面的项目合作信
息，邀请湖南企业投资罗马尼亚。

作为“一带一路” 的沿线国
家， 罗马尼亚积极响应中国提倡
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加夫里
列斯库女士参加完“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后便率团访问湖
南，她表示，罗马尼亚政府愿大力
推进与湖南的友好合作关系，不
断拓宽两地合作领域， 尤其是在
污染防治、生态保护、清洁能源、
垃圾回收等方面， 湖南和罗马尼
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罗马尼亚是欧洲主要的粮
食生产国和出口国，素有“欧洲
粮仓”美誉，省商务厅副厅长周
越称， 罗马尼亚在基础设施、农
业、畜牧业、教育、医疗、旅游等
领域与湖南有广泛的合作前景，
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也为两地未来的国
际合作制定了清晰路径。 据统
计，2016年， 我省对罗马尼亚的
进出口总额为2403.65万美元，同
比增长26.64%。 截至2016年底，
罗马尼亚在我省投资项目共计8
个，合同外资636.8万美元，实际
到位外资537.9万美元。

会后，罗马尼亚经贸代表团
参观了远大住工和三诺生物，实
地考察了长沙高新区高新技术
产业的发展状况。

■记者 杨田风 通讯员 曾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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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上午，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109次主
任会议。 会议决定于5月24日至27
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韩永文主
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李友
志、陈君文、王柯敏，秘书长彭宪法
出席会议。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省
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将
听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制造业转型升
级工作情况、 全省脱贫攻坚情况、
2016年全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
标完成情况及2017年环境保护目标
计划安排、2017年省级预算调整方
案（草案）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17
年省级预算调整方案。 审议省人民
政府提请审议的《〈湖南省电力设施
保护和供用电秩序维护条例〉和〈湖
南省统计管理条例〉 两部地方性法
规修正案（草案）》、《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办法（草案）》、《湖南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办法
（修订草案）》、《湖南省水上交通安
全条例（草案）》、《湖南省森林公园
条例（修订草案）》。继续审议《湖南
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正案草
案）》、《湖南省通信条例（草案）》。审
查批准《常德市城市河湖环境保护
条例》。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

■记者 吕菊兰 通讯员 蒋素珍

在早些时候， 大多湖南
人可能不知道， 马尔凯大区
境内的企业多生产皮鞋、纺
织品、船只、家具和机械，其
中尤以皮鞋行业最为发达；
同样， 马尔凯大区人民也可
能没听说过湘菜和湖湘文
化。 因为没有充分的交流与
了解， 不论产品还是美食和
文化， 都难以进入彼此的视
野。 双方友好往来的新篇章
在2010年开启， 当年9月，双
方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

意向书》，从此两地政府间交
流交往活动日益频繁。

马尔凯大区不仅有皮鞋
和松露， 而且是欧洲著名的
物流中心， 还拥有一条长长
的海岸线， 这让它足够以旅
游胜地闻名于世。 海岸线带
来的还有捕鱼业的兴起与繁
荣， 马尔凯大区捕鱼量在意
大利名列前茅， 占渔业产出
总量的十分之一， 海鲜类加
工总量更是占到七分之一。

“马尔凯大区与湖南在很

多方面都存在互补性和认同感，
至少在美食和美景上如此。”马
尔凯大区主席卢卡·切瑞梭利在
2016年4月率团访湘期间说。访
问之后，湖湘文化、人文历史、自
然风光和“湘菜”，被一同“打包”
带回到马尔凯大区，自此更多的
马尔凯大区人民开始领略到湖
南的独特魅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湖南
与马尔凯大区在环保、旅游、食
品安全检测等多领域开展了大
量的合作。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次会议
5月24日举行

湖南与意大利马尔凯大区入“热恋期”
从美食、美景到环保、经贸……两地合作层层深入，不断拓展共赢“契合点”

罗马尼亚
邀湘企去投资
发布贸易、旅游等合作信息

红酒和湘菜，浪漫之
韵和湖湘之气，这几样差
异较大的东西，在今天这
个全球政治、经济、文化
大融合的时代已碰撞出
美好火花。位于意大利中
东部的马尔凯大区东临
亚得里亚海、北接圣马力
诺共和国，面积不到一万
平方公里，却已与湖南交
往多年，伴随双方政治互
访、经济共创脚步的层层
迈进， 两地关系已走向
“热恋期”。

■记者 叶子君
实习生 万柏贤

通讯员陈筱敏邓高红黄礼

相关新闻

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记者从
三湘风纪网获悉，湖南兴湘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明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
织审查。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兴湘集团董事长
黄明接受组织审查

本报5月18日讯 长沙某医院
不按期支付分院租金，发生租赁合
同纠纷后，经法院调解约定时限偿
清租金70多万元，然而限期都过了
两个多月， 租赁方却还是拒不履
行。在物业方的申请下，今天，长沙
天心区人民法院对其强制执行。

在执行现场，执行人员对该医
院财务部门进行了搜查，要求财务
人员出示近年的财务报表，并对其
保险柜等财物贴上了封条，暂扣了
3台财务主机箱和7个银行U盾。执
行法官表示，望医院方能配合法院
的执行，及早履行调解承诺，若拒
不执行，法院将会对该医院法人进
行拘留。 ■记者 杨昱 实习生 娄娜

通讯员 文天骄

医院不按调解期限
付租金被强制执行

实际上， 湖南与马尔凯
大区在经济、 文化等领域的
交流活动早在《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意向书》 签署之前就
已开始。2008年时，马尔凯大
区在中国株洲（芦淞）炎帝服
饰商务节上与芦淞签订了合
作意向，并共同创立“中意可
来顿发展基金会”，2010年4
月， 时任区主席姜·马里奥·
斯帕卡访问湖南， 与株洲签
署了经济友好合作备忘录和
委托招商合作协议。

2015年4月，正是通过国
际友城这一平台的推动，马
尔凯大区政府正式与株洲服

装市场群金冠品牌服饰旗舰
市场签约合作。

2016年4月，马尔凯大区
又正式与湖南省友阿集团签
署了合作协议。通过线上线下
合作平台的设立，湖南消费者
可以第一时间买到马尔凯大
区生产的时尚品牌商品，服饰
产业也成为马尔凯大区与湖
南合作的重要切入点。

一个是拥有悠久历史的
文化大省，一个是文艺复兴的
发源地，二者在世界版图上相
距遥远， 但却有着相似的内
涵。随着两地交流来往变得越
发密切，湖南与马尔凯大区在

经济、文化、环保等领域的合作
层层深入，如今已建立起互动频
繁的国际友城关系。为促进两地
经济交流和发展，马尔凯大区政
府还向湘企抛出优惠条件：来马
尔凯大区谈生意、 寻求合作，在
本地的所有开销由政府全包，并
协助安排企业见面会。

随着时代的发展， 湖南与
马尔凯大区之间的合作领域不
断拓展， 并找到了新的“契合
点”，包括旅游产业与环境保护
领域。随着合作往来的推进，湖
南与马尔凯大区开始寻求更多
“契合点”， 主动搭建交流合作
平台，旨在实现共赢。

合作层层深入，寻求更多共赢“契合点”

从相识到相知，政府间互访加深了解

湖南与马尔凯的环境保
护合作是两省区开展友好省
区交流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 也是湖南首次尝试在两
国省区层面开展环境保护方
面的深度合作。

2013年，在《建立友好合
作关系意向书》 的框架下，两
方就环保合作交流达成一致
意见，湖南表示将学习意方在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固废综
合利用、 制革行业清洁生产、
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控制等
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成功案例。

访问交流、 开展环保论
坛及商业会谈、 开展培训项
目……合作陆续展开，2016
年11月， 在湘马双方连续两
年联合举办湖南环保官员高
级培训班， 拓展了政府与企

业及大学、 研究院所之间的合
作后， 意大利最大的环保公用
事业集团、 固体废物处理业务
排名意大利第一及欧盟前三的
赫拉集团负责人一行前来湖
南，就“德泽工业废弃物综合利
用和处置项目” 合作事项进行
座谈， 期盼用意大利在固体废
物处理方面最好的技术产出示
范性与代表性的成果。

环保深度合作，引进固废处理先进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