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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23

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马碧）受省委书记周强的邀

请，

6

月

22

至

23

日， 华润集团副总经

理兼秘书长朱金坤一行来湘， 就在

韶山市建设“华润希望小镇”选址事

宜进行先期考察。

23

日上午，省委常

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海联会会长

李微微会见了朱金坤一行。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在

香港注册和运营的中央企业，有着

72

年的发展历史，如今已成为以实业为

核心的多元化控股企业集团。从

2008

年开始，华润集团以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为契机，践行企业更厚重的社会

责任，在广西率先建成第一个“百色

希望小镇”， 开启了具有华润特色的

“乡村建设实验”的先河。

今年初，时任省长的周强获悉，

华润集团将陆续在全国建设 “希望

小镇”，随即致信给华润集团董事长

宋林。在信中，周强对华润集团在广

西百色市右江区永乐乡启动的全国

首个华润希望小镇扶贫项目建设成

功表示祝贺， 称其为中央大型企业

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一次有益探索 ，

并希望华润集团对我省新农村建设

给予大力支持。

收悉宋林董事长表示愿意在湖

南建设希望小镇的信函后， 周强指

示省委统战部加强与华润集团联系

沟通工作，并做好项目前期工作。经

过专门研究， 最后确定了韶山市的

韶光镇和银田镇作为备选点。 朱金

坤此行就是对韶山市两个备选点进

行考察。

在会见中， 李微微对朱金坤一

行来湘表示欢迎， 对华润集团积极

支持我省建设表示衷心的感谢 。她

说，近年来，湖南抓住“两型社会”建

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机遇， 经济社

会发展提速 ，质量提升 ，后劲增强 。

作为红色旅游圣地的韶山，在“韶山

一号工程”推动下，整体形象得到提

升的同时， 还为韶山市新农村建设

带来了机遇，奠定了良好基础。她希

望在华润集团的支持下， 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希望小镇，助推韶山

早日实现 “率先发展 、率先富裕 ”目

标， 为湖南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

供示范。李微微表示，湖南将切实做

好协调 、服务工作 ，大力支持 、全力

配合希望小镇的各项建设。

朱金坤表示， 华润集团历来怀

着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和社会责任

感， 这次到毛主席家乡建设希望小

镇深感荣幸 、责任重大 。他表示 ，华

润集团将尽全力推进韶山市 “华润

希望小镇”的建设，为把毛主席家乡

建设得更美好、 百姓生活得更富裕

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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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23

日讯（记者 李军 通

讯员 廖远哲）“你请坐， 请问你反映

什么问题？”一句温馨的话，顿时将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与普通百姓的心

拉得很近。在今天全省“检察长接待

日”里，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佳禾

来到该院控告申诉接待室，“面对面”

地接待群众控告申诉。

上午一上班，龚佳禾就率该院副

检察长黎光明以及申诉、控告等部门

负责人， 坐到了控告申诉接待室里。

他说，在“检察长接待日”，当面接待

群众控告申诉，就是要表明检察机关

坚持不懈地贯彻群众路线，接受群众

监督，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的决心。

“检察长接待日”是人民检察院

的正副检察长定期接待来访群众，听

取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解决群众反

映的控告、 举报、 申诉的工作制度。

我省检察机关推行这项制度始于

１９９9

年，省院每月

1

至

2

次，基层院每

月

2

至

4

次。

龚佳禾当天就接待了涉及

2

起案

件的申诉控告和

1

起举报。这两起申诉

是来自宁乡县和新邵县的两位农民分

别控告当地法院、 公安在办案过程中

判案不公、违法违纪等现象。龚佳禾耐

心细致地听取申诉后， 对宁乡县农民

孙楚乔的申诉， 龚佳禾当即在其申诉

材料上作出批示， 还责成在场的省检

察院申诉处负责人当场受理这一案

件，并限期给当事人一个答复。

据不完全统计， 在今天的全省

“检察长接待日”中，省市县（区）三级

检察院

141

位检察长全部参加了接访

活动，共接待了

850

余人的

420

余件申

诉控告案件，其中各级检察长当即批

办

300

余件，另接到举报

520

余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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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

月

23

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邓高红） 在今天上午开幕的

2010

湖南国际友好城市合作论坛暨

国际友城大会上 ，省委常委 、常务副

省长于来山向

26

位国际友人颁发聘

书，聘请他们为湖南省国际友好交流

特别代表。这是我省首次聘请国际友

好交流特别代表。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创始人艾

伦·巴勃、 澳大利亚澳中工商联合会

会长张力、德国华人社团总会副主席

温振宇等

26

位国际友好交流特别代

表分别来自世界五大洲的美国 、德

国、法国、日本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他

们的身份也各不相同 ， 包括政府官

员、企业高管 、社会协会以及高校负

责人等。

据省外侨办负责人介绍，选聘特

别代表活动从

2009

年

9

月份开始 。各

市州、省直有关单位、企业、高校等共

推荐

100

余名候选人， 经筛选后最终

决定聘任

26

名特别代表。聘请国际友

好交流特别代表，旨在借助国外资源

构建我省对外交往的联络平台和工

作网络；同时借鉴国外经验为我省对

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并

积极为我省及各市州建立友好城市

或友好经贸合作伙伴关系牵线搭桥，

为我省招商引资或对外投资等提供

信息和渠道服务。

� � � � 6

月

23

日下午

6

时许，刚参加完国

际友好城市合作论坛

4

场专题论坛的

国内外客人顾不上休息，就来到长沙

县，冒着小雨在美丽的松雅湖畔种下

了一片象征“和平、友好 、合作 ”的友

谊林。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

记、副会长李小林 ，副省长郭开朗共

同为“松雅湖国际友谊林 ”纪念碑揭

幕，并和近百名国际友人一道 ，将

60

余株友谊之树种在了长沙。

松雅湖畔微风拂面， 万类竞绿。

各国友人们拿着铁锹， 把树坑填平、

将围堰培实、为树苗浇水……大家一

边植树一边愉快地聊天，从植树造林

到气候变化 、 从经贸合作到环保交

流，英语、日语、韩语……各种美妙的

语言在松雅湖畔荡漾，现场气氛十分

活跃。 经过一番热火朝天的劳动，一

棵棵树苗种好了 。霏霏细雨里 ，连片

的树苗错落有致 、迎风挺立 ，把松雅

湖畔装点得更加生机盎然。

“今天我们植的都是什么树？”日

本鹿儿岛市副市长松木元富雄用不

太流利的中文问道。“有

20

株桂花树、

25

株银杏树，还有

18

株含笑。”一位相

关负责人笑着回答 。“我们日本也有

桂花和银杏！” 松木元富雄略显激动

地说，“我回去也要在院子里种

1

棵桂

花，让两地的桂花树一同生长 ，像我

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一样常青！”

� � � �

本报

6

月

23

日讯 （记者 苏莉 孙

敏坚 张斌）今天下午，湖南国际友城

大会举行了国际友好交流特别代表

座谈会等

4

个专题活动， 与会嘉宾围

绕“献策湖南”、经贸国际交流 、旅游

推介、教育国际合作等进行了热烈的

讨论和交流。副省长郭开朗、陈肇雄、

刘力伟分别出席专题活动。

“只有

5%

的德国人知道湖南，但

有

95%

的德国人知道浏阳花炮 。”在

国际友好交流特别代表座谈会上，欧

华进出口公司董事长、德国华人社团

总会副主席温振宇用这个形象的事

例谈到湖南如何走出去的问题。他表

示，作为交流特别代表 ，有责任和义

务利用自身的优势和资源，帮助湖南

走向世界。 座谈会上， 来自美国、德

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11

位

交流特别代表为湖南发展献计献策。

在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举行的

经贸交流推介会上， 来自澳大利亚、

柬埔寨、法国等

14

个国家

23

个代表团

的近百名代表进行了友好交流。推介

会结束后，代表们还参观考察了三一

重工、博世公司等企业。

在日本、美国、越南等

10

个国家

的

40

多个境外旅行商及我省主要组

团旅行社参加的旅游产品说明会上，

大家推介了各自的旅游产品 ， 并认

为， 推动双方旅游业的共同发展，既

能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

又有利于推动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

在高校合作论坛中，美国北达科

他州立大学国际项目办公室主任莉

莎·霍克等

10

余名中外嘉宾相继上台

发言。他们认为 ，加强各国高校间的

交流与合作，可增强学生的国际化视

野 ， 有利于加快学术交流和学科建

设，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华润”牵手韶山

建设“希望小镇”

141位检察长与群众“面对面”

“检察长接待日”受欢迎

本报记者 孙敏坚

我省首聘26位国际

友好交流特别代表

� � � � 6

月

23

日，来自加纳的国际友人种下友谊树。当日，在长沙参加国际友好城市合作论坛的近百名国际友人来到长

沙县松雅湖畔，参加国际友谊林种植活动。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愿友谊之树常青”

———国际友人

共植友谊林速写

“95%的德国人知道浏阳花炮”

国际友好交流特别代表献策湖南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