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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陈鸿飞
朱章安 通讯员 江勇 李英姿）2月26
日，全省首个国家级综合保税区在衡
阳全面开工建设。 副省长何报翔说，
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湖南第一家
综保区，在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中具
有里程碑式意义，要确保在今年10月
封关运行。

衡阳综合保税区位于衡阳市西
外环以东，富园路、金叶路以西，总规
划面积2.57平方公里。 其中一期工程
占地0.89平方公里，主要围绕电子信
息产业展开建设，具备综合保税区顺

畅运行的各项功能。建设项目包括29
栋标准厂房、1栋监管仓库、6栋保税
仓库、1栋综合楼、2栋查验平台，以及
卡口、 电子信息平台等。 二期占地
0.89平方公里，主要围绕先进装备制
造产业及物流仓储功能展开建设，进
一步增强保税区保税物流功能。 三期
占地0.79平方公里，主要围绕物流仓
储及产品展示展开建设。

衡阳综合保税区于去年10月获国
务院批准设立， 衡阳市迅速启动建设。
目前，一期工程0.89平方公里详细规划
已获长沙海关批复， 修建性详细规划

已通过评审并上报省住建厅； 土地报
批、 征地拆迁和土地平整工作已完成；
完成了9栋共9.5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建
设，以及综合楼、卡口、验收平台、监管
仓库、围网、10栋标准厂房等基建工程
招标；信息化工程建设已作规划，正抓
紧实施。 预计一期工程项目总投资9.8
亿元，现已完成45%的投资。

同时，衡阳市积极引导相关项目
进入综合保税区，重点推动富士康及
其核心配套企业做大做强。 力争到
“十二五”末，衡阳综合保税区年进出
口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

本报2月27日讯（记者 周月桂）种
粮上规模，单产更理想，农户所获利润
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据省农业厅调
查，2012年， 我省11.5万多个种粮大
户，种粮规模效益显著，亩平粮食产量
和产值均高于全省平均值, 同时也引
领了双季稻的发展， 提升了农业机械
化水平，促进了新品种新技术的推广，
提高了粮食品质。

据调查，2012年，我省租赁转包耕
地面积在 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有
11.559万户，与2011年比较，30亩以上
的种粮大户共增加1.08万户，其中100
亩以上大户增加2515户。 种粮大户粮
食单产达852斤，比全省平均水平高70
斤；平均每亩产值1083元，比全省平均
水平高89元； 平均每亩利润256.3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出34.3元。

益阳市地处洞庭湖区， 是国家大
型商品粮生产基地， 我省粮食主产
区。 2004年以来，中央强农惠农补贴
政策的出台，农民种粮积极性提高，益

阳成立了全省第一家种粮大户协会。
近几年来， 大部分县区都从产粮大县
奖励资金中列出专项， 用于扶持种粮
大户，种粮大户快速发展。 2012年，益
阳市承租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12888
户，比上年增加2150户，种粮大户已成
为该市的重要粮食生产主体。

种粮大户提升了农业机械化水
平、引领了双季稻发展、促进了新品种
新技术的推广， 同时也促进了粮食品
质的提高。2012年，益阳市农业机械化

综合水平达61%， 比上年提高2.9个百
分点， 其中种粮大户机插秧面积59.1
万亩，占全市机插秧面积的98.5%。 粮
食规模生产经营有利于发展双季稻，
2011年， 桃江县种粮大户双季稻田比
率达84.6%，比全县平均水平高21.1%。
种粮大户承租的田大部分成了优良品
种展示田、科学技术示范田，在标准化
生产的前提下，积极推广新技术，同时
也保证了粮食品质的提高， 大大改善
农业生态环境。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姚广平) 督促华菱钢铁集
团“重点项目达产达效，解决扭亏
增盈问题”，指导新天地集团“重
组后提质、提速发展，着力转型升
级”……今天，省国资委“服务企业
渡难关，转变方式提质效”支帮促
任务正式分解到位，21个支帮促对
口服务小组，将深入各省属监管企
业调研，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2012年，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
机的影响， 省国资委在省属监管
企业开展“服务企业渡难关” 支
帮促服务活动， 全力以赴帮助企
业“保增长、 保安全、 保稳定”。
一年来， 各服务组深入企业调研
80多次， 召开各类专题座谈会50
多次， 与企业不同层次的200多
名员工进行了谈话交流。 共收集
梳理问题249个， 及时帮助企业
解决的有78个， 督促企业解决的
有97个， 向企业提出指导性的建
议和意见123条。 如： 帮助湘电
集团在碟式太阳能热发电项目、

城市轻轨项目、 新能源电动汽车
项目等重大产业项目上争取到
3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 帮助粮油集团拓展生猪销售
市场； 协调省证券办将轻盐集团
列入省重点培育上市企业名单，
并助力轻盐集团成功引进战略投
资者广东省盐业集团， 以现金方
式增资4900万元。

今年， 省国资委支帮促服务
小组， 将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
支持引导企业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推进企业
“十二五” 发展规划的滚动调整和
实施； 帮助企业集中处理一批急
需解决、 自身难以解决， 涉及改
革发展、 重点项目建设与达产达
效、 安全生产、 和谐稳定等方面
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矛盾和突出难
题； 督促企业降本减负、 提质增
效， 加强经营风险防控； 指导企
业审慎论证和研究处理涉及企业
战略转型、 机制创新等重大改革
和发展事宜。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彭晓春 路险峰 ） 今天，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次主
任会议， 会议研究确定了2013年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要点、 立法和
监督工作计划。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于来山
主持会议， 副主任谢勇、 徐明华、
蒋作斌、 陈君文， 秘书长彭宪法
出席会议。

今年， 省人大常委会工作将
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
署， 全面落实省十二届人大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的各项任务， 按照
全面推进、 重点突破、 务求实效
的要求， 重点抓好5项工作。 一
是深入开展常委会组成人员联系
代表、 代表联系选举单位和人民
群众的“双联” 活动。 通过“双
联” 活动， 进一步提高常委会工
作水平， 进一步促进“一府两
院” 依法行政、 公正司法， 进一

步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进一步增
强常委会组成人员和人大代表依
法履职、 接受监督的自觉性； 二
是加强计划和财政预算审查监
督。 重点抓好对政府全口径预算
决算的全过程审查和监督， 对财
政资金使用效益的监督， 对经济
工作的监督， 防止财政资金被侵
占和浪费， 确保取之于民， 用之
于民。 三是进一步提高地方立法
质量。 及时安排审议乡村公路条
例、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
法、 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防震
减灾法实施办法、 水土保持法实
施办法等6件法规草案。 突出立
法重点， 建立健全地方立法工作
制度， 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 把
立法工作中心从注重立法的数量
和速度转到更加注重立法的质量
和效益上来。 四是做好人事任免
工作。 （下转2版）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刘天胜 颜常青 ） 今
天， 从中国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
限公司传来消息， 出口土耳其首
都安卡拉的不锈钢地铁首节车体
在该公司成功下线 。 据介绍 ，
“南车株机” 通过竞标， 获得安卡
拉项目地铁车辆订单324辆， 为
目前我国在欧洲地铁市场所获最
大订单。

“南车株机” 为安卡拉项目
提供的地铁车辆， 是符合欧洲标
准的高端地铁车辆。 其不锈钢车
体外型美观， 能避免油漆涂装带
来的环境污染， 降低维护成本。
这种车体与传统铝合金车体相比，
对焊接等工艺要求更高。 “南车
株机” 采用先进的电阻点焊立体
接头技术， 用4万多个精密焊点，

将7000多块不锈钢板材制成高强
度车体。 为适合身材较高的欧洲
人乘坐， 该型地铁车体运用全三
维设计平台， 设计宽度为3.12米、
车门高度为1.95米、 客室内部净
空高度为2.2米， 均超出标准A型
地铁尺寸。 同时， 按照安全可靠
原则， 列车两端设有符合欧洲标
准的防撞设施， 能保证两车以相
对时速15公里碰撞时车辆和乘客
安全。 此外， “南车株机” 独创
的新型立体接头技术和高精度工
装， 能更加均匀地分布车体承载
力， 并提高车体美观性和安全可
靠性。

上图为出口欧洲土耳其首都
安卡拉的不锈钢地铁首节车体在
“南车株机” 成功下线。

颜常青 摄

今晚起
降温降水

降温幅度可达10摄氏度
本报2月2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姣 ） 近日冷空气活动频
繁， 气象预报称， 28日晚起， 随
着新一股较强冷空气的造访， 全省
又将迎来新一轮降温降水天气过
程， 提醒公众和相关部门注意防
范。

今晨， 省内83县市轻雾缭绕，
湘潭、 沅陵、 溆浦、 泸溪4县市浓
雾包裹， 省气象台发布大雾黄色预
警。 省气象台根据最新气象资料综
合分析， 28日夜间至3月2日， 受高
空低槽及地面强冷空气影响， 省内
自北向南有一次大风、 降温、 降雨
（雪） 天气过程发生， 平均降温幅
度可达10摄氏度以上； 3月3日， 受
槽后西北气流控制， 全省天气转
好， 气温回升。

冷空气携降温降水袭湘， 气象
专家提醒公众和相关部门注意防范
这一天气过程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另外， 降雨的同时伴随一定程度的
降温， 请老人、 小孩和体质较弱者
根据天气变化， 及时添衣， 以免感
冒。

全省涌现11.5万个种粮大户
单产、产值、利润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21个服务组赴企业支帮促
省国资委去年共帮助、督促企业解决问题175个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2次主任会议

“南车株机”获我国
在欧洲最大地铁订单首个国家级综保区在衡开建

今年10月封关运行

本报今天刊发《春风激荡的田野》，聚焦洞庭粮仓———益阳的种粮大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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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 长沙县青松老年公寓，92岁的孙子溪与80岁的谢美丽举行了简朴
的结婚典礼。 两位老人7年前入住该院，听力不好的孙子溪与视力欠佳、腿脚不
便的谢美丽生活中相互关心照顾，日久生情。 日前，他们登记结婚，幸福地安度
晚年。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新娘“美丽”80岁

我省选出的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单

儿童疾病谱悄然“变脸”

2版

4版

辽宁舰首泊母港 12版

用心演绎雷锋之歌 10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