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能团 陈妙琼） 湖南国
际商会将在未来5年打造1至2个
品牌活动、 3至4个品牌会展。 这
是记者今天从长沙举行的湖南国
际商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获
得的信息。 省领导和老同志王克
英 、 何报翔 、 许云昭 、 罗海藩 、
颜永盛、 唐之享、 罗桂求、 龙国
键出席会议。

何报翔充分肯定了湖南国际
商会取得的成绩， 希望湖南国际
商会在新时期充分利用好 “国
际” 这块金字招牌， 完善国际化
服务体系， 提高服务湖南开放发
展大局的水平。

新当选的湖南国际商会会长
李沛表示 ， 商会将在今后 5年 ，
积极为中小微企业搭建国际化平
台， 并努力建设成全省涉外企业
的一流俱乐部和开放型经济发展
的主窗口。

今天的大会上， 湖南国际商
会还分别与法国 、 波兰 、 巴西 、
马来西亚等国的商协会签订了友
好合作协议。

湖南国际商会是中国国际商
会在湖南的分支机构， 已有会员
企业逾2000家 。 近5年来 ， 共组
织会展项目690个 ， 引进投资项
目189个， 签订引资合同210亿美
元。

� �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陶海音 唐爱
平）今天上午，常务副省长于来山在全
省投资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我省正面
临着经济发展极为关键的节点期，务
必正视困难 、抢抓机遇 ，切实抓好投
资和项目建设，保持全省经济的稳定
增长。

今年以来 ，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
内外经济环境 ， 省委 、 省政府立足
于抓早 、 抓紧 、 抓实 ， 采取一系列
有力有效的工作举措， 前4个月的经
济运行基本实现了平稳开局 。 一季

度 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增 速 达 到 了
11.9%， 前4个月的财政总收入 、 投
资、 消费增速分别为19%、 24.1%和
15.4%， 都高于全年的计划目标， 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 但是 ， 我省经
济运行也出现了一些新的 、 重大的
变化 ， 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 必须
千方百计扭转下滑势头。

于来山指出 ， 当前我省经济运
行困难程度远远大于预期 ， 突出表
现在主要经济指标下降的幅度超出
预期 。 比如投资 ， 1至4月全国增幅

同比下滑6.4个百分点， 我省下滑了
9.3个百分点。 经济增长的动能持续
减弱， 扭转下滑势头的难度加大。

于来山强调 ， 稳增长必须稳投
资 ， 要在关键时期继续发挥投资的
关键作用 。 对于湖南这样的省份 ，
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发展不够 ， 发
展不够的根因还是投资不够 、 项目
不够 。 项目就是投资 ， 就是变化 ，
就是发展 ， 就是今后的财源 ， 就是
以后发展的基础 ， 抓项目就是抓社
会事业的发展和民生的改善 。 项目

与投资上不去 ， 经济就缺乏持续的
动力 ， 投资不足对湖南而言是主要
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 抓投资才
是抓牛鼻子 。 各级党委 、 政府 、 部
门 、 企业都要辩证看待当前形势 ，
进一步增强工作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 狠抓投资和项目建设 。 各
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投资工作
的领导和督促 ， 进一步落实资金等
要素保障， 继续抓好调煤保电工作，
鼓足干劲 ， 奋发进取 ， 进一步开创
投资工作新局面。

� � �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唐爱平 陶
海音 通讯员 田拥军） 今天召开的全
省投资工作座谈会透露，今年1至4月，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917亿元，比
去年同期增长24.1%，高出全国平均水
平3.9个百分点， 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为63.7%，仍是全省经济增长最重
要的动力。

今年以来，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在各
方困难较大情况下， 增幅回落较大，但
保持了平稳增长。重大项目建设来势较
好。 前4个月，全省在建项目1.3万个，比
去年同期增长18.8%， 其中新开工项目

7836个， 仅4月份就增加新开工项目
3000个。 亿元以上大项目进展较快，完
成投资占全部投资的比重达三成，对投
资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 工业投资中，
高技术产业和新兴制造业快速增长，其
中高技术产业增长94%，医药、计算机
通信等新兴制造业增长六成以上。

虽然全省投资增幅仍处于合理
适度区间 ， 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
意的现象 ： 全省主要行业投资增长
不同程度下滑 ， 基础设施投资增幅
比去年同期回落10个百分点 ； 受市
场环境和企业利润下滑影响 ， 占全
省投资比重超过四成的工业投资 ，

前 4个月完成投资 1202亿元 ， 增长
25.1%， 但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20.8
个百分点 。 此外 ， 受国家调控政策
和市场预期影响 ， 房地产投资连续
11个月环比下滑， 前4个月完成投资
523亿元 ， 增长17.1%， 增幅同比回
落13.7个百分点。

� � �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陶海音）湘
潭市紧紧围绕“四化两型”发展目标，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今年以来固
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 1至4
月， 全市累计完成投资128.6亿元，同
比增长43.5% 。 从2009年3月经济逐
步回升以来 ， 湘潭市固定资产投资
已连续37个月保持30%以上的速度快
速增长。

据了解， 今年以来， 湘潭市交

通 、 水利 、 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力
度不断加大 ， 基础设施投资逐步回
升。 前4个月该市63个重点基础设施
项目完成投资37.3亿元， 较去年同期
增长56.7%。 同时， 随着重金属污染

治理项目的实施和湘潭市城区环境
治理工程的启动 ， 生态环境投资实
现快速增长 ， 1至4月全市生态环境
投资完成2.8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281.3%。 全市192个重点项目完成投

资110亿元， 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
85.8%。 泰富重工、 昭山晴岚、 沪昆
客专湘潭段等30个项目完成投资均
在亿元以上 ， 重大项目建设进展顺
利， 投资支撑作用明显。

于来山在全省投资工作座谈会上要求

狠抓投资和项目建设 确保经济稳定增长

投资仍是经济增长最重要动力
前4个月全省投资增长24.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3.7%

湘潭：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强劲
自2009年3月以来， 连续37个月保持30%以上增长

长长长!"#$%&'

!"#
! ! "# "! #$%$&'()

*+,-./0123456,-
.789:;<=>?@A" BC
DEFG $ HIJKLM./ !N
OPQ%R*+# STUVWXY
Z# P[56# \]^F_S`a
b"cB ! defghijkl %!&
HI"

$mnom*+,-./pq
r%qstuvwxyz,{.7#
qr|F56,{.7#}~��f
A,{.7��EF����!��
��� %&& ��!]�!�,��M
�A����k�"�M�AJ��

F�8 %&&&'!&&& �I��!FP�
� ¡!cB¢£>?`A¤!d`
A¥ (& HI! �}¦§j %!&& ¨
I!�©ª«A¬� !&& �®"

¯.7°±²8;<=³´µ
¶|·¸=n¹�º»¼½¾¿!�
À!Á²GÂ=n¹ÃÄÅÆAJÇ
È���Z #ÉÊ #UV #[FËÌ
Z" ÍÎNfÏG��Ð�YZ!Ñ
�ÒÓÔ�12ÕÖ|2×=JØ
ÙJgÚnÛÜÝ|Þ"

12345ß,-.7! Gk�
�A��àáP[YZ! â5ãZä
å!æçè`FPéêëì"íîïð
[9ñòó_�Mòóôõ! ¢�ö

æ|÷�A[FéêJøùëì" ¯
.7Á8¢úûüeý+þÿ5ß!
!"#$5ß!wx[F5ß!U%
&5ß!\][F5ß!S'*·(
)*J+,[F-5ßAZ$./ß
¢5ß!E05ß!c1ÿ5ß!Å2
345ß!51ÿ64715ß_3
45ßAZ!ï5ßAZ,áJ[F
WX#ãZ8ë_|9YZ!:;,
FP<óEF" Í�ïÅ#=#>_?
@M�Aòó³�AôõBCáD!
GE=e� (&& M|÷�A��[F
5ßYZ" ,F×æçA|÷�AG
HI8[Fê
Jøùëì"

!"#$% &'()* ! ! "# "!"#$%&'#()*+,$ -./01,234
56789:;*<=%

/0>?@?&AB4?CDEFG!HIJK>LMNO&
PQR#S4LMTUU/VWX!/0ABYZ[\]^_`
abcdefg.hijUk%

EFGlUPmn! +,opqlrstuvwxyz&2
32{&|3}~����d�{�!/0K>���d��% �
�YZ[\h�*�K>�����ql�����I�!��
+,#��tuv $%%% Y����P�7�2{23� !¡¢
£{7�&¤¥¦§&{�¨©�1,234�ª«��%

PQRoS4LMTUU/VWX¬®�!¡¢-¯23
4���°±²³¢´µ'¡¶·¸*�K>¹-º(»¶¼_
�½¾{�¿�23{�ÀÁ(³¶¼tu�PÂÃÄÅÆÇÈ
|3�É³£{% Ê��/0d��rs56!/ËÌK>¹r
s56!() !%% ÍÎ{�ÏÐÑÒ!Ó[&ÔÕ7Ö�I�A×!
Ø/0Ù,234�Ú��¡ÛÜÝ%

l/0!ÞßYZuàháâã£2�Çäåæ!¡ç�*
Lè�K>���éãÊv!/0�Ù,êë!ìídî*�ï
ð4!¡ñÊ��u23òa&óô&yz&½¾&õö&÷ø&ùH
�¡��¡ú234% !!""

!"#$%&'()*+

本版责编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程小林要闻 ２０12年5月30日 星期三2

邓海建

挖出的是香樟， 种上的还
是香樟。 近日，南京机场路两侧
的上百棵香樟树被挖掉， 然后
花七八十万元移植一批新香
樟。 为该工程立项的雨花台区
住建局局长程道伟称， 主要是
旧树基本没用了，“这批旧的香
樟在当初建机场路时就已经种
下去了，10年了，到现在还是这
么小。 ”（5月29日《扬子晚报》）

生得光荣，死得憋屈。 南京
机场路上的香樟， 算是白活了
10来年。 当年风光旖旎地占据
风景大道，而今“死亡”判决书的
依据却是“发育不良”，到现在还
是这么小， 小得让人对当年负
责栽种的权责关系浮想联翩。

白居易有云 ， “豫樟生深
山，七年而后知；挺高二百尺，本
末皆十围。 ”为什么南京机场路
上的香樟10年依然 “超浓缩”？
各个城市都有园林绿化工程验
收的规范，普遍规定要“理化性
状良好， 适宜于园林植物生长
的土壤”；2011年12月1日，住建
部又发布了《绿化种植土壤》标
准，突破了只注重肥力的传统，
将重金属等污染物也纳入控制
指标。 因此，上百棵香樟“发育
不良”，不管是树的问题，还是土
壤的问题， 归结到最后， 还是
“人”的问题。

而今，新树换旧树，新人换
旧人， 不过七八十万元的代价
而已。 挖香樟再种香樟，腾挪的
好处说不完。 新树栽下，风景大
换 ，往大处说 ，挖挖种种之间 ，
恍如 “罗斯福新政 ”效果 ，不仅
刺激经济，还能创造就业机会；
往小处说，改善生态环境，因为
“挖走的树是直径13厘米以下
的 ， 新栽的树是直径 17厘米
的”， 谁说4厘米的差距就不是
民生？

对大树的偏好， 当然不独
是南京的机场路。 去年佛山禅
城区安排1400万元的预算 ，为
两条主干道加种香樟、秋枫、大
福木棉等大树601棵，平均每棵
树约耗费2.3万元， 面对市民的
质疑， 官方回应称已是保证质
量的前提下选择的最低价。 数
月后，宝鸡市的一个景区，买了
12棵古树，据说是千年古树，随
后死了4棵，景区管理方说购买
时有保活期约定， 不会有多大
损失。 看来，“到现在还是这么
小”确为买树的最佳理由，“4厘
米的差距” 也是换树的美妙借
口。

有人说， 移一棵树的费用
是种一棵树的3倍，被移走的树
还可以转手倒卖。 风景经济里
的 “香樟腾挪法 ”，不过是拆了
建、建了拆 “短命建筑 ”的翻版
罢了。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风景经济里的“香樟腾挪法”
� � � �不管是树的问题，还是土壤的问题，归结到最后，还是“人”的问题

� � �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伍迪庆）今
天上午，中组部召开基层组织建设年工作推进视频会，
我省在会上作交流发言。会后，省委组织部在长沙召开
视频会议，研究部署下一阶段工作。 省委常委、省委组
织部部长郭开朗出席并讲话。

今年以来， 在完成了全省15万个基层党组织的调查
摸底和分类定级后，我省共选派6万名机关党员干部直接
下到基层支部开展帮扶工作。省委还专门出台意见，建立
健全干部驻村（社区）入户、结对帮扶、乡镇干部“一人学
一技”等制度，确保全省41285个村、4431个社区和每个困
难企业都有干部驻点联系、结对帮扶。 今年，全省推进村
级组织活动场所维修改造和“空白村”清零工作，计划新
建村级活动场所9537个，确保年内实现全覆盖。 同时，我
省坚持书记抓、抓书记，全面落实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
的责任，建立基层组织建设年联系点制度。 省、市州委常
委每人联系一个县市区，具体指导一个乡镇（街道），帮扶
一个村（社区）；县市区和乡镇（街道）2400多名党（工）委
书记与8000余名村（社区）党支部书记结成帮扶对子，帮
助支部抓巩固、抓整顿、抓提升。

郭开朗指出， 要着力推进基层党组织整改提高晋
位升级。 按照“好”党组织树标杆，“较好”党组织创先
进，“一般” 党组织上档次，“较差” 党组织换新貌的目
标，深入分析找原因、对标定位明方向、结合实际亮承
诺、整改落实促提高、严格考核验成效。 要着力选优训
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 对不胜任现职的党组织书记及
时调整，还可探索面向社会选聘，分批次分系统地组织
开展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 要着力加强非公有制企业
党建工作，以各级各类开发区、工业园区和街道（乡镇）
为重点，争取今年全省再组建10000家非公企业和社会
组织党组织。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
年内全覆盖

我省基层组织建设经验全国推介

� � � �5月29日， 长沙市青少年宫美术班的孩子们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她们用自己创作的一幅幅充满童
趣、充满绿色、充满幻想的美丽图画，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 鲁晓辰 摄

� � ��本报5月29日讯 （记者 周小雷）
今天下午， 省禁毒委全会暨全省
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
开。 会议回顾总结了2011年我省
禁毒工作情况， 分析了当前的禁
毒形势， 部署了今年全省禁毒工
作和禁毒宣传工作。 省委常委、省
委政法委书记、 省禁毒委主任孙
建国，副省长、省禁毒委第一副主
任盛茂林出席会议并讲话。

孙建国指出，去年以来，我省
各级各部门在省委、 省政府和国
家禁毒委的正确领导下， 创新社
会管理，群策群力，各项禁毒工作
取得了显著成效。 全省各级职能
部门参与禁毒工作力度和广度不
断拓宽， 禁毒社会化进程不断加
快， 缉毒执法绩效考核排名全国
第五。 全省已建成市级禁毒教育
基地2个，县级教育基地32个，年教
育群众超过30万人。 他强调，受国
际毒情持续泛滥的影响，我省禁毒
工作面临的形势仍十分严峻。全省
各级禁毒委要以社会化机制建设
为核心，以落实各级各部门责任为
重点，全面提高工作效能，多措并

举，全警缉毒，立体稽查，打零打小
与专项治理相结合，及时高效打击
毒品违法犯罪。要及时排查发现吸
毒人员，落实多项戒治措施，帮扶
戒毒康复人员就业，全面深化对吸
毒人员的戒治挽救。要加强保障和
能力建设， 依法落实禁毒经费，建
设高素质的专业队伍和禁毒信息
化网络体系。

盛茂林指出， 各级各部门要
迅速将会议精神传达到基层禁毒
部门，促使各单位、各部门按照会
议的目标和要求， 全面落实各项
措施。 各市州要充分发挥禁毒委
这个平台，形成禁毒工作合力，积
极推进全省社会化禁毒。 要努力
推动各成员单位依法履职。 要加
强禁毒督导考核， 强化考核结果
运用，严格追究责任，推动各项工
作落实到位。

会议通报了2011年省禁毒委
表彰奖励情况和 2012年重点整
治、重点督办单位名单。 省高级人
民法院、 怀化市禁毒委和通道侗
族自治县禁毒委等介绍了典型经
验，祁东县禁毒委作了表态发言。

全省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缉毒执法绩效考核排名全国前列

� � �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李宁 张斌 通讯员 罗当）今
天上午，“让雷锋精神伴我成长———‘六一’儿童节主题
活动”在长沙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少年儿童代表欢聚
一堂，庆祝即将到来的第63个“六一”国际儿童节，纪念
毛泽东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49周年。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陈叔红、省政协副主席谭仲池、省军区副政委
万建华等出席。

此次活动由省妇联、团省委、省教育厅联合举办。
活动现场，留守儿童代表袁永涛、先天性心脏病治愈
儿童代表赵林芝、 长沙高新区雷锋小学学生侯婉扬、
“春蕾女童”代表田小芳等先后发言，结合自己的成长
经历和真情故事，讲述了在社会关爱下重获幸福生活
的感受和体会，真情抒发感恩情怀和“尽己所能、帮助
弱势、服务社会”的人生感悟，倡导全社会传承雷锋精
神，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

陈叔红在讲话中向全省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的问
候，向广大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感谢。 他说，湖南是雷锋的故乡和雷锋精神的
发祥地。 作为湖湘儿女，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将雷锋精
神传承和发扬下去。 少年儿童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
是未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和
引导少年儿童学习和实践雷锋精神是时代赋予的重
要使命。 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儿童优先”原则，
贯彻落实儿童发展政策， 在全社会形成关心儿童、爱
护儿童、为儿童办好事、为儿童作表率的良好风尚，积
极关注留守儿童、孤困儿童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
展，为推动我省儿童事业发展再立新功。

活动中，省领导与少年儿童代表齐唱歌曲《学习雷
锋好榜样》，并向少年儿童代表赠送了节日礼物。

� � � �本报5月29日讯（记者 周月桂）
劳模是劳动者的优秀代表，彰显
着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主
流精神。省直单位劳模成立庆典
今天在省委礼堂隆重举行。省领
导和老同志易炼红、 刘莲玉、许
云昭、范多富出席。

活动以“弘扬劳模精神，争做
时代楷模”为主题，以VCR展示、歌

舞、配乐诗朗诵等形式，展示了劳
模的优秀事迹和崇高品质，讴歌了
“劳动光荣、 劳模伟大” 的时代旋
律。 现场还为“省直单位劳模创新
工作室”和“省直单位劳模医疗保
健服务基地”进行了授牌。

据介绍，目前省直单位共有
全国劳模64人，省部级劳模500余
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2家，全

国“工人先锋号”20家。 省直单位
劳模协会于2012年5月11日举行
了首届会员代表大会，协会的成
立，将为广大劳模提供展示风采、
加强交流、反映诉求、提升素质的
平台，也有助于整合各类社会资
源，更好地为劳模提供服务，更好
地发挥劳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的引领示范作用。

省直单位劳模协会成立

“让雷锋精神伴我成长”
省领导与各地少年儿童

共庆“六一”

打造一批湖南品牌会展活动
湖南国际商会换届

� � � �本报5月29日讯 （通讯员 刘
路文 记者 易禹琳）“六一” 儿童
节带孩子去哪儿玩？去有500年历
史的洪江古商城。 你不仅可以和
孩子一起体验儿时的玩乐项目：
踢毽子、扔沙包、滚铁环、手风车、
猜谜语……还可以看别处看不
到的“中国第一古商城”的水运码

头、钱庄、镖局、戏院、会馆……
6月1日至3日， 洪江古商城

推出 “踏古习商 ”体验古式儿童
节活动，活动包括习商征文和踢
毽子、扔沙包 、滚铁环 、手风车 、
猜谜语等亲子互动游戏，只要参
与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洪江
古商城纪念品；习商征文活动根

据年龄段分为3个组别进行 ，将
在8月底予以评价、颁奖。 另外，
凡是6月1日出生的游客在活动
期间凭身份证可享受半票优惠。
在游乐的同时，孩子还可以在参
观洪江古商城的过程中学习到
吃亏是福、对天勿欺、里仁为美、
鱼龙变化等洪商精神。

“六一”去洪江古商城体验古式儿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