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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作领导小组要求

推动工业经济
更好更快发展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省加速
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今年第一次全体
会议。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出席 ， 省
委常委、 副省长陈肇雄主持会议并讲话。

2011年， 我省工业经济在外部环境极其复杂的形
势下保持了较快增长， 呈现总量快速扩张、 效益稳
步增长、 结构逐步优化、 自主创新增强、 贡献明显
增大， 非公经济发展加快、 开放合作不断深化的良
好态势。 规模工业主营业务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
达到 25395.64亿元 ； 工业对全省GDP的贡献达到
56.1%。 规模工业实现利润1252.23亿元， 增长43.9%。
高加工度、 高技术行业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28.8%、
32.4%； 千亿产业、 千亿园区继续增加， 并诞生了首
家千亿企业； 新增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 非公经
济实现增加值突破万亿大关； “数字湖南” 建设加
速推进。

陈肇雄充分肯定了2011年全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
化工作取得成绩， 他指出， 我省工业经济发展既面
临难得机遇， 也面临严峻挑战。 他要求， 抓好2012年
度新型工业化工作， 要突出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 推
进工业结构调整，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 增强要素保
障能力 ，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 ，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
推动工业经济更好更快发展。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 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
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出席会议。

韩永文会见
上海农商银行客人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天下午，副省长韩

永文在长沙会见了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行长侯福宁一行。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简称“上海农商银行 ”）成立

于2005年8月，是由上海国资控股、澳新银行参股、总部
设在上海的法人银行，是在有着逾50年历史的上海农
村信用社基础上整体改制而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目
前该行营业网点近350家， 总资产规模超过3100亿元。
在监管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的支持指导下，该行制订
了批量化组建村镇银行的战略规划， 计划今年在云
南、 湖南和山东三省批量发起设立30多家村镇银行，
其中在湖南布局12家。

韩永文对客人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了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他说，湖南近年来经济高速增
长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发展迅
速。 湖南热忱欢迎各金融机构来湘设立分支机构，希
望上海农商银行把先进管理理念引入湖南本地，同时
发挥村镇银行机制灵活、反应迅速的优势，为“三农”
和中小企业提供更优质金融服务。

侯福宁表示， 湖南近年来的发展呈现出良好态
势，上海农商银行将深化与湖南的交流合作，全力服
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2月13日，长沙市书院路第一小学的孩子在“城管爱心书屋”里开心学习。 当天，以外来务工
人员孩子为主的长沙市书院路第一小学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长沙市城管执法支队岳麓
区大队直属中队捐建的长沙首家 “城管爱心书屋”， 首批800余册图书丰富了孩子们的读书空
间。 本报记者 梁向锋 摄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下午， 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
发促进会（以下简称“省老促会”）举
行三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 常务副
省长、 省老促会名誉理事长于来山
在会议上指出， 没有老区人民的贡
献，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各
级各部门要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厚
感情，全力以赴支持老区发展，让老
区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老同志
王克英 、罗桂求 、章锐夫 、黄祖示出

席会议。
去年， 省老促会在各常务理事

单位的大力支持下， 充分发挥议事
协调作用， 积极开展苏区县的申报
工作 ，精心编撰出版 《湖南老区 》一
书，科学统筹安排1.35亿元革命老区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落实近400万元
的老区项目资金， 有效地改善了老
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促进了老
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认真听取各常务理事单位汇

报后，于来山强调，老区是新中国的
摇篮，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
位。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影
响， 我省仍有部分老区发展较慢，群
众收入和生活水平相对较低，成为全
省发展的“短板”。 各级各部门要进一
步提高对老区工作的认识。要充分认
识到没有老区人民的贡献，就没有我
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没有老区的小
康，就谈不上全省的小康。 我们任何
时候都不能忘记过去、 忘记历史，更

不能忘记老区人民。 重视老区发展，
支持老区建设，是各级各部门义不容
辞的责任。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怀着对
老区人民的深厚感情，进一步加大对
老区的支持力度，在资金项目安排上
进一步向老区倾斜。 要齐心协力，整
合资源，形成支持合力，切实加快老
区建设步伐，让老区人民共享改革发
展成果。 要进一步巩固提高全省老区
工作的组织保障能力， 确保老区工
作的顺利开展。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黄纯芳）2
月13日， 中央纪委干部室主任张立军
一行来湘调研。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
黄建国出席13日下午举行的纪检监察
干部工作汇报座谈会。

座谈会上， 张立军在听取了我省
纪检监察干部工作的情况介绍后 ，对
我省工作予以充分肯定。 他指出，纪检
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十七届中央纪委
第七次全会精神， 切实把保持党的纯
洁性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干部工作
的各个方面。 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要大
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
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 自我提高的能
力，努力成为党员干部思想纯洁、队伍
纯洁、作风纯洁和清正廉洁的表率。

张立军强调， 在认真总结换届工
作经验的基础上， 切实加强纪检监察
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 作风建设和
制度建设，采取多种方式，切实加强对

纪检监察领导班子及其成员的管理和
监督； 着力加强乡镇基层纪检组织建
设，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加强规
范管理，并结合实际大胆探索，不断创
新；加强教育培训 ，严格监督管理 ，不
断深化纪检监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
建设高素质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黄建国在讲话中说， 全省纪检监察
机关要自觉服务大局，加强监督检查，确
保政令畅通，认真查办违纪违法案件，扎
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纠正
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 扎实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同时，要加强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 做到思想建设
抓关键，组织建设抓改革，作风建设抓根
本，制度建设抓执行，廉政建设抓惩防，
切实保证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纯洁性。

长沙市 、湘潭市 、长沙县 、湘乡市
纪委负责人和长沙市望城区靖港镇党
委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发言。

切实保证
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纯洁性

张立军来湘调研

于来山在省老促会三届九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指出

要满怀深情支持老区发展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肖彬 ）今天上午 ，湖南干部教育
培训网络学院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正
式挂牌成立。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
长郭开朗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0年， 省委干部教育工作领导
小组决定， 由省委组织部与长沙市委
组织部联合共建， 委托湖南广播电视
大学承建湖南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
院，分试点期 、拓展期和推广期3个阶
段在全省开展干部在线学习。 2010年
11月30日，在线学习平台正式开通，省
直123家单位和长沙市直102家单位的
近7000名干部参加在线学习试点。 1年
多来，在线学习平台先后与中央党校、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10余家培训机
构和高校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引进和
合作共建了政策法规、党的建设、省情
省策等10大门类的330余门精品课程，
课程总点击数突破150万人次，4500名

学员学满了规定的40个学分， 其中学
分超过100分的有300余人。 下一步，在
线学习平台将建设开通市州分平台 ，
培训对象拓展到全部省管干部、 省直
机关公务员、 全省组工干部及部分市
州相关干部约30万人。

郭开朗指出， 网络教育作为干部
教育培训信息化的新载体， 是创新干
部教育培训的有效途径和有力举措 。
要紧紧抓住建设数字湖南、 加快信息
化步伐的难得机遇， 着力在增强办学
能力、确保办学质量、扩大办学影响上
下功夫， 把湖南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
院办出特色、办出实效。

会上， 郭开朗向干部教育培训网
络学院承建单位———湖南广播电视大
学授牌。 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等10家单
位被评为 “在线学习试点先进单位”，
王永昌等20人被评为 “优秀联络员”，
于芝等60人被评为“优秀学员”。

湖南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成立
将培训30万名干部

本报2月14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路险峰）今天上午举行的省直教科
文卫部门主要负责人联席会议透露 ，
我省将就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
摊贩管理立法。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肖雅瑜、副省长李友志出席会议。

2011年， 省人大常委会将食品安全
作为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 开展了食品
安全法执法检查， 并就食品安全开展专
题询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今年，省人

大常委会将继续开展食品安全法执法检
查跟踪检查工作， 并加强食品安全立法
工作，对《湖南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
食品摊贩管理办法》（草案）进行审议。

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在会上透露， 今年还将重点关注校
车安全、职业教育等内容，并开展相关
调研。 今年将继续开展“三湘农民健康
行” 活动， 积极推进乡村环境卫生工
作，着力改善农民健康生活条件。

将立法加强食品小作坊和摊贩管理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张斌） 今
晚， 副省长、 省工商联主席何报翔在
长沙会见了台湾五明国际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彭海南一行。

台湾五明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为集
团式企业机构 ， 产业涉及国际贸易 、
多媒体事业、 汽车零部件、 环保科技
等多方面。 此次来湘， 彭海南一行将
就相关物流项目合作到衡阳市进行投
资考察。

何报翔欢迎彭海南一行来湘， 并
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 他说， 湖南的
发展得到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多年
来的大力支持。 目前， 全省累计批准
台资项目2110个， 一批知名台企在湖

南成功落户。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
进 ， 内地与台湾的交往越来越频繁 ，
湘台两地经贸往来不断提升。 湖南交
通优势突出 ， 带来的效益十分明显 ，
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希望双方进
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湖南将做好相关
服务工作， 支持更多台企到湖南投资
兴业。

彭海南表示， 回到阔别已久的家
乡十分高兴， 希望通过此次回乡， 能
进一步促进双方交流合作， 为家乡发
展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省台办、 省发改委、 省国土资源
厅、 省商务厅及衡阳市政府有关负责
人参加会见。

何报翔会见台湾客人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孙敏坚） 省委近
日任免一批干部。

任命刘庆富同志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
成员；

任命张严同志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
成员、 省信访局党组副书记；

任命许忠建同志为省信访局党组书记
（试用期一年）；

免去李皋同志的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党组
成员、 省信访局党组书记职务；

任命马新建同志为省委办公厅巡视员 ，
免去其省委办公厅副主任职务；

任命汤萌、 胡新民同志为省妇女联合会
副巡视员；

免去袁乾培同志的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党组副书记职务；

任命袁湘江同志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党组副书记；

任命唐贵平同志为省委宣传部副巡视

员；
任命李晓平同志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党组成员、 副厅级纪检员 （试用期一年）；
任命罗术根同志为省科学技术协会副巡

视员；
任命李宗文、 常智余同志为省纪委常委

（兼）；
任命刘显泽同志为省纪委秘书长、 办公

厅主任；
免去赵大光同志的省纪委秘书长职务；
免去刘大放同志的省纪委副秘书长 （副

厅长级） 职务；
免去王前良同志的省纪委干部室主任

（副厅长级） 职务；
任命蔡亭英同志为省纪委纪检监察一室

主任 （副厅长级， 试用期一年）；
任命彭宏伟同志为省纪委纪检监察三室

主任 （副厅长级， 试用期一年）。
免去钟万民同志的省委副秘书长职务。

省委任免一批干部
许忠建任省信访局党组书记

本报2月14日讯 （记者 孙敏坚） 省委近
日下发通报， 公布郴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一次会议、 政协郴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选举产生的郴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 、 副主任 ， 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 副市
长， 郴州市政协主席、 副主席， 郴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院长名单。

郴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钟本强
副主任： 李熙平 樊忠达 李上德 钟

秀萍 （女） 窦翔燕 （女） 谢元安 张扬平

郴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瞿海 （苗族）
副市长 ： 李 评 张爱国 首建中 李庭

雷晓达 唐国栋 张希慧 （女）
郴州市政协主席： 陈社招 （女）
副主席 ： 雷纯勇 王 东 （兼 ） 王存湘

周 海 林 （兼 ） 曹 建 平 陈 方 敏 李 雪 莲
（女） 熊波 （兼） 潘执坤 （兼）

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郭正怀
另， 郴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人选待省

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对外公布。

省委通报郴州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政协郴州市第四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