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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易亮明 ） 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长沙市重大项目讲评会上了解
到， 截至9月底， 该市共开工重点
工程项目216个， 开工率达81.2%，
累计完成投资351.26亿元， 同比增
长10.27%。

今年来， 长沙以重大项目建设
为载体， 加强要素保障， 稳定投资
增长， 有效推动了经济社会健康发
展。 目前， 湘江综合枢纽一、 二期

工程全面完工， 三期主体工程稳步
推进； 南湖路湘江隧道南北线盾构
均已贯通， 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黄
兴北路棚改项目一期拆迁接近扫
尾， 二期正在启动； 地铁1号线、
“两馆一厅”、 国际会展中心、 梅溪
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等有序推进，
西湖文化园年底将开园。 在重大投
资项目带动下， 今年前三季度， 长
沙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98.74亿
元， 同比增长19.6%.

� � � �重大工业项目进展顺利， 工业
运行实现低开稳走， 各项指标逆势
上扬。 1-9月， 全市完成规模工业
总产值 5804.3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4.6% ； 实 现 规 模 工 业 增 加 值
1899.1亿元， 增长13.5%， 高于全
国和全省规模工业增速， 上半年规
模工业增加值排名全国省会城市第
7位。 重大商务项目来势看好， 全
市已开工建设市级重大商务项目45
个， 累计完成投资131.6亿元， 1-9

月， 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09.3亿元， 同比增长13.9%。

长沙市要求， 全市上下要加强
银政、银企合作，努力争取对重大项
目的信贷支持；围绕基础设施、产业
发展、民生工程、生态建设，储备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做好45项省级经
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的承接工作，
进一步优化行政审批程序， 为项目
提供优质服务； 确保全年固定资产
投资增长20%目标完成。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唐爱平）
中联重科昨日发布的公司三季度报告
显示， 1-9月中联重科实现营业收入
约 288.97 亿 元 人 民 币 ， 同 比 下 降
26.11%， 降幅较前两季度收窄； 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37.95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45.48%， 净利
润额在行业中居首位； 公司整体毛利
率达到31.40%， 继续保持稳定。

根据统计， 中联重科三季度单季
主营业务收入及净利润分别为87.32亿
及 8.89亿， 同比分别下降 12.58%及
33.57%， 相比于前两个季度降幅均继
续收窄。 中国宏观经济第三季度继续
走强， 是中联重科销售缓慢复苏的重
要原因。 三季度以来， 中联重科上市
公司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市场份额稳
步上升。 首先， 公司存货总量继续下
降。 季度报告显示， 中联重科9月30日
存货余额为110.81亿， 较年初略有下

降， 相比一季度末的137.37亿更是下
降了26.56亿， 降幅达到了19.33%。 其
次， 公司延续了去年开始陆续出台的
一系列市场紧缩与风险控制措施。 目
前公司平均首付款目前已经保持在
15%以上， 平均合同期限也在缩小。
第三， 公司主要产品的市场份额较今
年一季度及半年度均有明显提升， 以
混凝土重点产品上牌数量为例， 1-9月
公司泵车市场占有率达到42%， 车载
泵达到49%， 搅拌运输车达到20.7%，
较公司一季度及中期的市场占有率均
有明显提升。

四季度，随着“微刺激”政策的实
施，国家中西部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
城市基础建设以及节能环保设施建设
等将进一步提速，国内工程机械市场也
将迎来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在去年基数
较低的情况下，中联重科第四季度单季
有望实现净利润的正增长。

本报10月31日讯（通讯员 沈宣）
中国（武汉）首届期刊交易博览会期
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中国
“百强报刊”，中国邮政集团总公司发
布“中国邮政发行报刊百强排行榜”。
《新湘评论》均榜上有名，喜获双“百
强”。

《新湘评论》 作为传播主流声
音， 弘扬主流价值， 不断壮大积极
健康向上主流舆论的主阵地， 恪守
党刊、 湘刊、 机关刊三个定位。 坚
持“宣传党的主张， 传播先进文化，
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会正气，传达
社情民意，倡导科学精神”的办刊宗
旨和“忧心为政、真情为文；笑谈真
理、铁肩担任”的编辑方针，努力在
“新”字上做文章，在“湘”字上出特
色， 在“评”字上下工夫，在“论”字

上求深度， 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处，
坚持高尚的精神追求， 把握先进的
文化方向， 创新思路、 丰富内容、
改进文风， 办出湖南特色， 办出国
家水平， 让与 《湘江评论》 一脉相
传的 《新湘评论》 有思想深度， 有
精神高度， 有文化厚度， 做勤勤恳
恳的真理传播者， 传播并放大了正
能量， 传播并壮大了积极健康向上
的主流舆论。

聚精会神， 心无旁骛； 总结传
承， 改进创新。《新湘评论》坚持全党
办刊，政治家办刊，开门办刊，努力以
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了宣传新局
面。 用读者的话说，《新湘评论》不仅
是政治家、思想者、领导人的“三味书
屋”，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百
草园”。

沈宣平

党刊是党的重要舆论阵地，是党
执政的重要资源。 新时期新阶段，社
会生活、媒体格局、受众阅读心理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党刊的性质宗旨
没有变，党刊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
带作用没有变。 在这样的形势下，办
好一本党刊不容易，重要的是要 “用
心”。 《新湘评论》的实践证明 ，唯有
“用心”，党刊才会有声有色，有质量
有品位，自然会有人缘有读者。

“用心”把握导向。 舆论导向正确
是党和人民之福 ,舆论导向错误是党
和人民之祸。 正确的导向是新闻宣传
的生命，更是党刊的灵魂。 当前，世界
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 ，各种
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意
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复杂，党刊的宣
传报道一定要有正确的立场、鲜明的
观点、坚定的态度。 党刊只有始终高
举旗帜，牢记使命，才能真正为实现
伟大中国梦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
和舆论支持。

“用心”服务大局。 大局是党和人
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 服务大局，
体现了科学性和规律性。 古语说，“不
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 作为党和人
民的喉舌，党刊应时时注意在大局下
思考、在大局下行动，发挥权威性优
势，把党和政府的声音传播好 ，把当
代社会的主流展示好，把人民群众的

心声反映好，努力做到中央战略部署
到哪里，就解读到哪里，宣传到哪里；
经济社会发展到哪里 ， 就跟进到哪
里，服务到哪里；人民群众期盼到哪
里，就把精神食粮积聚到哪里 ，传递
到哪里。

“用心”贴近读者。 读者是党刊的
受众，更是党刊的“衣食父母”。 没有
读者，党刊就无生存之基 ，其宣传和
教育功能更无从谈起。 必须牢固树立
读者意识，以对读者负责 、对读者感
恩的态度，在每一个主题 、每一个栏
目、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小小的补白、
每一期版式设计和选择上，做到精益
求精、一丝不苟；要在政治上把关，文
字上把关，编校上把关 ，真正办出读
者欢迎的精品党刊、品牌党刊。

“用心 ” 改进文风 。 党风决定
文风， 文风体现党风 。 改进文风绝
不是小事。 言之有物 ， 才能赢得读
者、 赢得市场 ， 言而无文 ， 则行而
不远。 改进文风 ， 重要的是改进表
达阐述方式， 提倡 “短 、 实 、 新 ”，
克服 “假、 长、 空”。 要用政治家的
头脑、 学者的精神 、 科学家的态度
办刊， 既突出刊物思想之美 ， 又注
重文字之美 、 形式之美 。 要给政治
语言插上美的翅膀， 用好文字语言、
图像语言 、 字体语言 、 编排语言 ，
力求更加鲜活 、 生动 ， 使刊物不仅
在内容上有价值， 还在表达上精准，
让读者想看、 爱看， 看了受益。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与株洲
市人民政府签约

共建湖南汽车
工程职业学院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坚）
10月30日，2013（第十届）全国汽车职教年会在株
洲召开。 会上，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与株洲市人民
政府签订了“共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合作
协议”。 这意味着我省汽车职业教育将登上一个
新的台阶。

作为我省示范性高职院校，以及湖南汽车制
造业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近3年来，湖南汽
车工程职业学院先后为长株潭地区汽车企业培
养输送优秀毕业生超过3000名。 目前，学院汽车
专业群中已拥有2个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1个省
级精品专业、1个省级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3个
省级生产性实习实训（教师认证培训）基地、3门
省级精品课程、3名省级专业带头人、2个省级教
学团队。

根据合作协议，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将积极发
挥学会在国内外汽车行业的影响力和资源优势，
为学院搭建校企合作平台， 把学院作为学会开展
继续教育、培训认证、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的重要
基地， 将之建设成为我国汽车职业教育的窗口学
校。 株洲市政府将把湖南汽车职院的建设与发展
纳入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给予财政和
政策上的重点倾斜，对学院建设给予全方位支持。

本报10月3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今天中午，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接到多家航空公司
的电话称，航空公司接到匿名
电话，4趟需在黄花机场进出
港的航班受到爆炸物威胁。记
者从黄花机场获悉， 目前，机
场已排除爆炸物威胁，机场航
班运行正常。1名嫌疑人已被

公安机关控制。
据介绍，受到影响的航班

分别为首都航空JD5662（长
沙—杭州）、南航CZ3743（哈
尔滨—长沙—深圳）、 厦航
MF8258 （兰 州 —长 沙—杭
州）、川航3U8998（福州—长
沙—成都）共4个航班。

经机场和航空公司排

查， JD5662于12时14分从长
沙起飞后备降南昌， 安全落
地； CZ3743于14时50分从长
沙起飞后备降武汉， 安全落
地。 MF8258、 3U8998在当
地机场排除爆炸物威胁后，
分别于15时02分、 15时04分
从兰州 、 福州起飞前往长
沙。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刘跃兵 ）
今天上午9时30分左右， 道县县
城濂溪河北岸58岁的居民赵桂
花， 与一同伴在濂溪河摸螺蛳
时，在濂溪桥往西约80米的浅水
河床上摸到一枚手榴弹。 手榴弹
随后爆炸，赵桂花头面部、手掌、
腹部等多处受伤。

爆炸发生后，目击群众立即
报警。 伤者被及时送往医院救

治。 该县县委书记胡先荣，县委
副书记、县长秦志军等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处置有关情况，并对现
场区域进行管控，展开调查。 截
至中午12时40分，先后在该区域
搜获5枚同类型手榴弹。 据该县
公安、人武部门查明，爆炸的手
榴弹为67式木柄手榴弹，其来源
正在调查中。 目前，赵桂花伤情
稳定，无生命危险。

本报10月31日讯 （通讯
员 易莎娜 记者 张斌） 为承
揽工程项目业务， 多次向项
目公司经理行贿。 10月29日，
被告人孙光文、 朱其新、 陈
飞霞、 赵舜龙被株洲市芦淞
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行贿罪，
依法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

该4人分别来自株洲和邵
阳， 孙、 赵系个体包工头，
朱、 陈从事土建业务个体承
包。 芦淞区检察院指控， 4名
被告人在某航空动力机械研

究所下属二级机构建安公司
承揽业务中为获取竞争优势，
分别多次向建安公司经理陈
某 （另案处理） 行贿。 其中，
孙光文在承揽油漆、 仿瓷等
业务过程中为争取和感谢陈
某的“关照”， 先后多次送给
陈某“好处费” 共10.4万元，
承揽200万元的业务； 朱其新
在没有相关施工资质的情况
下， 先后向陈某行贿16.3万
元， 承揽业务300多万元； 陈
飞霞在承揽土建等业务过程

中为获取竞争优势， 先后多
次向陈某行贿15.3万元， 承
揽业务300多万元； 赵舜龙多
次送给陈某“好处费” 15.05
万元， 承揽300万元的水电业
务。

另查明， 孙光文还多次
共送给建安公司维修部组长
蔡某 （另案处理） “好处费”
1.45万元， 因此承揽30万元
油漆、 仿瓷业务； 赵舜龙为
获取竞争优势， 先后2次送给
蔡某“好处费” 1万元。

南湖路湘江隧道年底通车
长沙完成重点工程投资351.26亿元

中联重科净利润居行业榜首
第三季度主营业务降幅收窄

守住守好主阵地

《新湘评论》跻身全国报刊双“百强”

用心办读者满意的党刊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李妍◎

10月30日上午，细雨绵绵，怀化市鹤城区湖天大桥桥头的十字路口，数十辆打着遮阳伞的
“摩的”一起无视交通法规闯红灯，希望相关部门严格管理。 谭才兴 摄

4趟进出长沙航班受“爆炸电话”威胁
黄花机场恢复正常运营，1名嫌疑人已被控制

为揽工程行贿，4人被提起公诉

道县一枚遗弃手榴弹爆炸伤人

主题征文“赛”出
园区新风貌

本报10月31日讯（记者 陈薇）昨日，历时5个
月的湖南省首届“转型升级在园区”大型主题征文
赛在长沙落下帷幕，获奖名单揭晓。 经过专家评审
和网友投票，共有19篇征文分获一、二、三等奖。

据悉，这次征文赛活动由省产业园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主办，并得到了全省各大园区的积
极响应，共有72篇优秀稿件入围候选，还吸引了
130多万网友参与投票，是近年来参与数量较大、
影响较广的园区活动。 主办方表示，全省园区工
作者创作的作品是湖南园区发展进步的历史见
证，反映了时代特征，“赛”出了园区新风貌。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3 年 10 月 31 日

第 2013297 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61 1000 761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378 160 220480

8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3年10月31日 第2013128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2019759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15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8483315
1 17179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975
84056

1418070
12170872

54
2562
46335
433765

3000
200
10
5

17 19 25 311307 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