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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人故里”与“列宁故里”牵手8年
我省与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
合作交流领域不断拓展

·国际友好城市篇
8年前，毛泽东故乡湖南与
列宁故乡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
克州“联姻”成为友好之城。随
着这两座友城交流往来的深
入，如今，两地的合作由红色旅
游向经贸、 机械制造和农产品
加工等方面推进， 为湖南对接
“一带一路”战略提供便利。

缘起红色旅游合作交流
乌里扬诺夫斯克州是列宁
的故乡， 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和工业基础， 汽车和机械
制造、冶金加工、飞机制造和维
修行业发达。2009年5月， 湖南
省代表团访问了俄罗斯乌里扬
诺夫斯克州， 并与乌州签署了
《关于经贸、科技和文化方面的
合作协定》。当年10月，双方签
订建立《协定补充协议》，建立
了友好省州关系， 开启两地友
好交往的新篇章。
2014年11月，乌里扬诺夫
斯克州政府第一副主席斯梅卡
林率团访问湖南， 并在长沙举
办红色旅游推介会， 同时考察
了韶山。12月，湖南省政府与乌
里扬诺夫斯克州在长沙共同签
署合作协议，双方在工业、文化
旅游、教育、体育等领域开展交
流与合作。

现在， 湖南与乌里扬诺夫
斯克州的合作也逐渐从红色旅
游， 逐步拓展到更多的领域：乌
里扬诺夫斯克州的汽车零部件、
冶金设备等工业产品正被引进
湖南，湖南也正探索在乌里扬诺
夫斯克州建立汽车零部件合资
企业，互派中小型贸易团组。
此外， 湖南师范大学与乌
里扬诺夫斯克国立大学签订了
科技、教育和文化合作协议。两
校之间合作交流越来越密切，
开展了汉语教学、 派遣学生交
换留学等合作。 两校为提升科
学和学术潜力开展全方位深层
次的合作， 合作重点领域包括
语言学、东方学、历史学、语文
学、经济学、文化和艺术等。
近年来， 为吸引包括湖南
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进驻，乌
里扬诺夫斯克州设立经济特区
作为投资平台，设有自由关税区
制度，实施自由免税政策。针对
企业建筑用料、生产设备、交通
工具等，为入驻企业单独设立海
关工作站。另外，特区还专门设
有为中国企业准备的工业园项
目。湖南的企业可以在工业园内
购买土地并邀请中国建筑公司
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后自行招商。
湖南与乌里扬诺夫斯克之
间，武术、曲棍球、皮划艇等体育
赛事交流时常举行。这两座友城
之间的合作交流， 走向了更多
新的领域。
■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韦美妃 唐元华

2名省管干部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
本报5月19日讯 今天，记
者从三湘风纪网获悉， 经省委
批准， 省纪委对永州市政府原
党组成员、副市长张常明，省建
筑工程集团总公司原党委书
记、 董事长刘运武严重违纪问
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经查，张常明违反政治纪
律，不珍惜组织给予的机会，向
组织提供虚假情况， 对抗组织
审查；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
上的便利在干部职务晋升中为
他人谋取利益， 弄虚作假为女
儿谋取少数民族身份， 享受高
考加分优惠政策； 违反工作纪
律，违规出借公款；违反廉洁纪
律、生活纪律，收受礼品礼金，
与多名女性发生不正当性关
系，搞钱色交易、权色交易；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在企业经营等
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

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刘运武违反政治纪律，与
亲属合谋对抗组织审查；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有公款
购买的高尔夫球卡，并多次由
下属企业负责人陪同打高尔
夫 球；违 反 组 织 纪 律 ， 不 如 实
报告个人房产事项；违反生活
纪律 ， 长 期 包 养 情 妇 ， 并 非 法
生育一孩；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在承揽工程等方面为他人谋
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妻收受
他人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依据有关规定， 经省纪委
常委会议研究并报省委常委会
议批准，决定给予张常明开除党
籍、开除公职处分，给予刘运武
开除党籍处分、停发其基本养老
金，并将两人涉嫌犯罪的问题及
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娄娜

我省成立首个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本报5月19日讯 5月18
日上午， 湘潭市公安局举行环
境犯罪侦查支队成立授牌仪
式。 这是我省首个公安机关成
立的环境犯罪侦查支队。
新成立的环境犯罪侦查支
队主要负责研究拟定全市环境

安全保卫工作规范并负责监督
检查落实；组织、指导、协调侦
办涉及环境犯罪的刑事案件，
直接查处和侦办全市范围内的
环境犯罪案件。
■记者 张浩
实习生 郑琪琪

5月19日上午，球星们和学生一起进行区域训练。

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孩子与世界巨星一起踢球
麓山足球队将代表中国征战伊朗U18亚锦赛
本报5月19日讯 对于爱
好足球的青少年来说，卡洛斯、
詹姆斯这些世界足球巨星的名
号一定如雷贯耳， 如果能和他
们面对面、还能一起踢球，那是
梦寐以求的事。 不过今日长沙
中小学生就真的梦想成真了。
19日上午，“豪门巨星校园
—2017年世界足球论
嘉年华——
坛球星进校园活动” 在长沙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举行。参加活动
的足球明星包括： 詹卢卡·赞布
罗塔（意大利）、罗伯特·皮雷（法
国）、吉尔伯托·席尔瓦（巴西）、
盖斯卡·门迭塔（西班牙）、罗伯
托·卡洛斯（巴西）、大卫·詹姆斯
（英格兰）。

巨星们的到来让校园沸腾
了 。6 个 球 星 分 别 来 到 六 个 区
域，现场指导足球小将们训练。
半个小时的训练后， 参照国际
五人制足球规则， 世界球星与
高中足球队临时组队进行5V5
足球对抗赛， 学生球员代表还
与球星互赠礼物。
按照中国中学生体育协会
足球分会的通知要求，今年将由
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作为牵
头学校代表中国参加于2017年
9月6日-16日在伊朗举办的第
45 届 亚 洲 中 学 生 男 子 足 球
（U18）锦标赛。
■记者 贺卫玲
通讯员 钟武伟 龙艳

2016年长沙全面建成小康
实现程度达97.2%
本报5月19日讯 在2015
年率先通过全省全面建成小康
达标认定的基础上， 长沙全面
小康实现程度进一步提升。记
者从长沙市统计局获悉，2016
年， 长沙全面建成小康总体实
现程度达97.2%， 比上年提高
1.1个百分点， 比2013年提升
4.3个百分点。
五大类指标来看， 经济发
展类、 民主法制类、 文化建设
类、人民生活类、资源环境类实
现程度均达90%以上。 从39项
小类指标来看， 有29项指标达
到全面小康标准。
2016年， 长沙城乡居民收
入达37792元。 城乡居民家庭
住房面积达标率为72.9%；每万
人 拥 有 公 共 交 通 车 辆 19.4 标
台；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0年，
均达到全面小康标准。 贫富差
距逐步缩小， 反映居民贫富差
异的基尼系数长 沙 为0.28，全

面小康实现程度达99.6%。
长沙每千人口拥有执业医
师数为3.57人； 基本养老保险
覆盖率为96.0%，基本医疗保险
覆盖率为95.7%，均达到全面小
康标准。
在民主法制方面， 群众参
选意识不断增强， 基层民主参
选率达97.8%，全面小康实现程
度达100%。2016年末每万人口
拥有律师8.36人， 比上年增加
0.8人，大大高于每万人口拥有
律师2.3人的目标值。
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环境
质量指数的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为94.1%，其中PM2.5达标天数
比例为79.5%；地表水达标率为
90.3%， 达到全面小康标准；森
林覆盖率为54.8%，达到全面小
康标准。2016年，长沙主要污染
物排放强度、 城市生活垃圾无
害化处理率全面小康实现程度
均达100%。
■记者 李成辉

望城消防大队
进京受奖
获
“
学雷锋模范消防大队”称号
本 报 5 月 19 日 讯 5 月 12
日， 省公安消防总队长沙市支
队望城区大队被授予“学雷锋
模范消防大队”荣誉称号，全国
仅两家。 作为全省唯一获此殊
荣的单位， 望城区公安消防大
队于5月19日赴北京参加全国
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功集体表
彰大会， 并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见。
望城消防大队建队39年以
来， 大队官兵参加灭火救援战
斗7200余次，社会救助3800余
次，营救被困群众1000余人，抢
救保护财产价值20多亿元，成
为了一把“永不卷刃”的钢刀。
据悉，全国公安系统英雄模范立
功集体表彰大会是公安系统内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
的表彰大会。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王金银

麦当劳我省招聘300人
本报5月19日讯 正在愁
找工作么？机会来了。昨天，麦
当劳520全国招聘周正式启动，
5月20日到5月26日，全国2400
家麦当劳餐厅向求职者敞开大
门。 麦当劳计划今年在全国招
聘员工7万人，湖南地区此次计
划招300名员工。
据介绍，今年5月20日至26
日， 求职者在指定时间段可走
进全国任意一家麦当劳餐厅，
当场投递简历及面试， 最快24
小时极速入职。 求职者还可拿
出手机扫一扫，关注“加入麦当
劳”微信公众平台，动动手指就
能提交简历应聘。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