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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蒙志军 苏莉

“抓经济发展首先要抓电力供应 ， 抓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首先要抓电力保障。” 3月10日， 全国人大
代表、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
示， 电是工业的命脉、 经济的命脉， 是人民生活的
命脉， 没有充足的电力供应， 一切都是空谈。

湖南资源禀赋不足，缺煤、少气、无油，“水电靠天

吃饭、火电找米下锅”，能源对外依存度高。 电的问题，
一直是制约我省发展的重大难题。

于来山介绍， 去年是我省自1910年有实测记录以
来降雨量最少的一年， 全省占总装机45%的水电出力
严重不足， 火电一直处于高负荷发电状态， 电煤消耗
猛增； “市场煤” 与 “计划电” 的矛盾， 使火电企业
亏损严重， 发电积极性不足 ； 去年国家实行宏观调
控， 紧缩银根， 火电企业资金短缺严重， 时刻面临停
产； 加上全国性电荒， 一些主要产煤省份严格控制电
煤出境。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 使电力供应 “雪上加
霜”， 电力缺口曾一度达到全省电量需求的三分之一，
全省城乡曾一度频频拉闸限电， 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
发展和群众生活， 而且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 我
省电力供应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于来山说 ， 省委 、 省政府高度重视电力供应问
题， 面对严峻形势， 把调煤保电作为压倒一切、 事关
全局的大事来抓， 主要领导靠前指挥， 各级各部门各
企业齐心协力， 在全省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运煤、
购煤、 发电、 购电高潮， 迅速扭转了电力供应紧张的
局面， 圆满和超额完成了调煤保电第一阶段的任务，
兑现了省委、 省政府确保全省城乡不再停电的庄严承
诺。 去年10月至今， 我省已连续6个月没有停电， 为
实现 “十二五” 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利的基础支撑。

去年第4季度 ， 省政府下达省网电煤计划456万
吨 ， 实际完成550万吨 ， 电煤库存由127万吨增加到

360多万吨。 截至目前， 全省电煤仍有288万吨库存。
去年为全省13家大型火电企业累计发放贷款55个亿。

于来山说， 新一轮调煤保电新政， 与以往最大的
不同， 就是注重顶层设计， 注重从战略高度、 制度层
面来解决湖南电的问题。 密集出台 《关于做好调煤保
电工作的通知》 等7个文件， 取消储煤补贴政策， 实
行发电购电奖励政策， 按新标准征收煤炭价格调节基
金， 启动行政问责程序等一整套 “组合拳”。 实践证
明， 这一思路不仅符合实际， 而且切实可行。

谈到调煤保电的阶段性成果， 于来山说， 只要我
们有敢于担当的气魄、 求真务实的作风， 力戒空谈、
真抓实干、 一抓到底， 就什么困难都能克服， 什么难
题都能破解。 这不仅是我们通过调煤保电所获得的宝
贵经验， 也是指导我们做好其他各项工作的重要法
宝。

于来山说， 今年是 “十二五” 时期承前启后的重
要一年。 当前， 我省正处在工业化、 城镇化的中期加
速阶段，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调煤保电任务将呈现越来越艰巨的趋势。 要继
续把调煤保电作为当前头等大事来抓， 坚定不移地贯
彻执行调煤保电的政策规定， 坚持调煤保电与安全生
产两手抓、 两手硬， 进一步加强对调煤保电工作的领
导， 确保全省电力供应稳定 ， 确保今年全省任何时
候、 任何地方不因缺电、 少电而拉闸限电。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扶贫标准提升的意义
本报记者 陈亚静

【观点】把更多的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
围，这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
府的务实精神，不畏困难和挑战，不追求数字上的
减贫成绩，更加重视扶贫减贫质量的动态提升。 这
不仅是扶贫工作观念的转变， 更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理念的升华。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一如既往“给力”———“中
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 (2010年不变价)作
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比2009年提高92%。 ”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认为，把更多的
农村低收入人口纳入扶贫范围， 这是社会的巨大
进步。 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的务实精神，不畏
困难和挑战，不追求数字上的减贫成绩，更加重视
扶贫减贫质量的动态提升。 这不仅是扶贫工作观
念的转变，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理念的升华。 在国
内外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局面之下， 作出这一决
策， 更加体现出我们党和政府始终把保障和改善
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努力让更
多的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这是一份沉
甸甸的责任，令人倍感温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社会事业快速发展， 今天国家对自身发展的能力
更加充满自信。 代表委员说，唯有让包括贫困人口
在内的所有群体都从国家的发展进步中收获幸
福，才是良性的发展之道。 因此，这种自信不是盲
目为之， 而是建立在对经济规律的冷静分析和对
未来发展的科学谋划之上。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代表委员们谈
到，针对扶贫工作要有更深层次的考量，在大幅度
提高扶贫标准后，更要不断提高贫困地区的自身发
展能力，把扶贫开发的外源性“输血”功能，与贫困
地区的经济发展、基层群众自治、民主决策与民主
选举等内生性“造血”功能紧密结合起来，使贫困人
口不但在经济上脱贫，而且在精神上、权利上、社会
生态上全面走出贫困。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 � � �全国人大代表李维建：湖南省
一次能源（没有经过加工转换的各
种能量和资源，如原煤、原油等）贫
乏 。 据预测 ，2015年全省用电量
1850亿千瓦时，最大负荷3400万千
瓦， 省内一次能源缺口将达到1.3
亿吨标准煤 ， 对外依存度达到
65%。 综合考虑电源项目建设、煤
炭产能及运力、环境容量制约等因
素， 如果仅仅依靠本省发电厂供
电，那么从2013年开始，湖南将进
入全面缺电时期，到2015年全省高
峰时段电力缺额将在1000万千瓦
以上，额度超过30%。

湖南必须大力引进省外能
源。 重点是加快实施特高压电网

入湘工程 ， 开辟远距离 、 大容
量、 高效率的省外能源输入新通
道， 实现能源供给方式由 “单纯
靠输煤” 向 “输煤输电并举” 转
变， 提高能源保障水平， 构筑多
品种、 多渠道、 安全可靠、 清洁
高效的能源供给体系。 当前， 应
将发展特高压电网纳入国家 “十
二五” 能源发展规划、 电力规划
和电网专项规划， 并早日开工建
设1000千伏蒙西-长沙特高压交
流输变电工程， 规划并加快实施
甘肃-湖南、 陕北-湖南±800千伏
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本报记者 刘文韬 整理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全国两会专访

电力保障是最大民生
———访全国人大代表、 常务副省长于来山

� � � �于来山代表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全国两会进行时

本报记者 唐婷

【观点 】 “切实加大衡
邵干旱走廊综合治理力度 ，
建设我省南方生态粮库。”

【背景 】 衡邵干旱走廊
位于雪峰山脉以南、 五岭山
脉以北， 主要包括湘江 、 资
水中上游的广大丘陵地区 ，
已占我省 28.2%的耕地 ， 生
产了全省33%的粮食 。 但近
半个世纪以来， 受时空性缺
水、 工程性缺水、 水质性缺
水、 结构性缺水等因素影响，
该地区旱情呈逐步恶化的态
势， 干旱频率从过去的一年
半一旱演变为几乎一年一旱，
最长旱期达90天， 年均耕地
受灾面积约400万亩， 最大时
超过1000万亩。

据了解， 为从根本上解决
衡邵干旱走廊水资源短缺、 水

生态恶化的问题， 我省已组织
编制了 《衡邵干旱走廊综合治
理规划 》。 规划总投资845亿
元 ， 其中近期投资482亿元 ，
重点实施水源、 灌溉、 饮水、
水土保持、 节水、 人工增雨、
非工程措施等7大工程。 通过
规划实施， 到2015年， 可以新
增供水量20亿立方米， 新增和
改善灌溉面积530万亩， 增加
粮食产能50亿斤， 解决565万
农村人口饮水安全。

【建议 】 全国人大代表
代朝霞建议 ， 切实加大治理
力度， 建设我省南方生态粮
库。 建议国家发改委和水利
部将 《衡邵干旱走廊综合治
理规划 》 纳入国家水利建设
整体规划 ， 予以审批 ， 并对
关键性控制工程予以优先支
持。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启动衡邵干旱走廊综合治理
代朝霞代表呼吁， 加大整治

力度，建设我省南方生态粮库

本报记者 张斌

【观点】 “侨联是党和
政府联系广大归侨、 侨眷和
海外侨胞的桥梁和纽带， 有
着广泛的海外联系网络， 在
促进海外文化传播上具有独
特的优势。”

【背景】 文化是民族的
血脉， 在凝聚海内外中华儿
女中具有独特的功能。 我国
海外侨胞已超4500万， 他们
是中华文化的承载者， 同时
也是优秀中华文 化 的 传 播
者， 在实施中华文化 “走出
去 ” 战略中起着重要作用 。
自2008年以来， 中国侨联开
展了以 “亲情中华” 为主题
的面向海外的文 艺 演 出 活
动， 受到广大华侨华人的欢
迎 。 由文化部 、 中国文联 、
湖南省政府共同主办首届中
华百诗百联大赛， 吸引了63

个国家或地区华人华侨踊跃
参与， 参赛作品达12万多件。

【建议 】 全国政协委员
曹亚建议， 发挥好侨联及海
外侨胞的优势， 从三个方面
来加强海外文化传播力度 。
一是创新文化传播载体 ， 继
续广泛开展以 “亲情中华 ”
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 ， 利
用好世界华文作文大赛的平
台和百诗百联大赛平台 。 二
是深化与海外主要华文媒体
的合作。 三是利用侨商会等
平台的作用， 引导侨资投向
文化产业领域， 支持文化产
业这一新型产业的发展 。 四
是开展涉侨文物调研 ， 做好
华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
作 ， 利用好涉侨文物资源 ，
搭建联系海外华侨华人的桥
梁和纽带， 使海外侨胞成为
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使者。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加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力
曹亚委员建议， 发挥侨联及

海外侨胞优势

■全国两会手记

� � � �下图： 3
月 10日 ， 湖
南代表团举
行全体会议，
审议全国人
大常委会 工
作报 告 。 龚
武 生 代 表
（左二） 在参
与审议。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 � � � 上图 ： 3
月 10 日 ， 在
湘 全 国 政 协
委 员 杨 维 刚
（中 ） 认真参
与分组讨论。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全国两会现场

能源供给，“输煤输电并举”

� � � �李维建代表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聊到“抗生素”，
语气不轻松

本报记者 苏莉

3月10日中午， 午餐时间。 在湖南代表团住
地餐厅 ， 3位女代表在餐桌上聊起了 “抗生素 ”
滥用问题。 谈到这个话题， 大家的语气都有点不
轻松。

朱雪琴代表说起了自己经历的一个故事。 她
的一个朋友在国外旅游时得了甲沟炎， 国外的医
生说这不是什么大病 ， 只给她涂了点外用的药
水。 回国后， 到医院一看， 医生二话不说上抗生
素。

“抗生素滥用的话题年年谈， 为什么就是不
能遏制？” 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姚媛贞代表说： “在正规医院可能规范得好
些， 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要用抗生素，
但在个体诊所、 零售药房， 抗菌药物使用监管是
个空白。”

“你说得没错。 现在到药店去， 架子上一排
排的抗生素任你选， 有些人一篮子一篮子地提回
去 。 消费者弄不清楚 ， 一个普通感冒用头孢三
代， 根本没必要！” 陈晓琼代表深有感触地说。

“抗生素在国外都是处方药， 在普通药房根
本买不到。” 姚媛贞代表说， “但是在我们这儿，
名义上是处方药， 在药房却可以随意买到。”

姚媛贞代表说， 她今年提了一个建议， 就是
要求卫生行政、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加强对抗菌药
物的监督管理， 像抗生素这类药， 必须凭医生处
方才能销售。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全国两会花絮

本报记者 苏莉

“太阳能是一种最清洁的
能源。 太阳能光伏产业是最具
代表性的新能源产业， 也是典
型的 ‘两型 ’ 产业 。 ” 3月 10
日， 全国人大代表谢辉与记者
聊起光伏产业的话题。

长期从事光伏产品研发与
经营的谢辉代表， 为记者列举
了一组数据： 10亿千瓦太阳能
光伏产品， 在应用中减少的潜
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每年13
亿吨， 相当于减少了我国20%
的年排放量。

谢辉代表告诉记者， 正是
瞄准了这一 “两型” 产业的前
景， 2009年， 他所在的企业进
军光伏产业。 为了拥有自主知
识产权 ， 谢辉不惜远赴美国 ，

请来了薄膜光伏科学家美籍华
人李廷凯博士。 李博士以技术
入股， 共同研发薄膜太阳能光
伏发电技术， 生产薄膜太阳能
电池 。 目前公司拥有8项自主
知识产权 ， 产品远销欧美国
家。

谢辉介绍， 薄膜太阳能电
池具有低成本、 低能耗、 大面
积、 高效率、 弱光性好、 环境
友好、 适应性广、 实用性强等
特点， 代表太阳能光伏技术领
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薄膜太阳
能电池与晶硅电池相比， 在光
伏建筑一体化等方面的应用上
更显示出其明确的优势。

然而 ， 谢辉并不满足于
“远销欧美”， 他从内心更希望
这项新能源产业能够在国内真
正落地。

谢辉说， 我国太阳能光伏
产品的应用起步较晚 。 目前 ，
我国生产的技术含量较高又节
能减排的太阳能光伏产品， 尤
其是薄膜太阳能电池， 出口国
外的较多。 近年来尽管国家在
发展太阳能光伏产业及其产品
应用上推行了积极政策， 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 今年又对光电
建筑的补贴标准比去年提高了
3元/瓦， 但太阳能光伏产业的
发展和产品应用仍不尽人意。

如何让太阳能光伏产品在
国内 “落地 ”？ 谢辉建议 ， 相
关部门深入调研， 制定更有效
的政策措施， 大力推进太阳能
光伏产品的应用， 尤其是目前
在太阳能光伏电站和光伏建筑
一体化方面的应用。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

■全国两会探访

让光伏产品真正“落地”
———谢辉代表呼吁大力推进

太阳能光伏产品应用

� � � �谢辉代表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