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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张莉 张玉
成） 每天早上， 株洲市天元区白鹤社区居民洪望弟喜欢
去附近耀萱农贸市场买菜。 市场配有单独宰杀间、 封闭
式活禽区、 食品安全检测室等。 近3年来， 株洲市共投
入财政资金5000万元， 在全市城区新建、 改造农贸市场
54个。

为更好地让市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 ， 株洲市
委、 市政府把越来越大的财政 “蛋糕” 投向民生领域。
为解决困难群众生活问题， 株洲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
2007年170元提高到370元。 近几年， 全市投入保障房建
设资金12.58亿元， 建成各类保障房4.3万余套， 完成棚
户区改造5076户 。 今年 ， 将完成保障房建设2万余套 。
去年初以来， 投入财政资金3635万元， 建立了21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全面实现 “首诊在社区、 小病在社区，
康复在社区” 全覆盖目标， 使市民拥有15分钟健康服务
圈， 看病难、 看病贵得到化解。 市区还新建学校16所，
新增学位1.35万个， 并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152所， 创建
合格学校326所。 今年， 财政投入4300万元， 实施 “小
学扩容、 初中提质、 高中创优” 工程， 并启动城区普惠
性幼儿园建设， 解决学前儿童入园难、 入园贵。 去年，
该市还在财政预算中专门安排公共交通运营补助， 从当
年2月1日起， 全市公交车票从2元降至1元。 今年1至10
月， 财政对公交公司的补贴就达1500万。 去年， 市财政
投入1.54亿元， 在全省率先建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
今年再投入4000万元 ， 新增300个租赁点和1万辆自行
车。

据统计， 2008年至2011年， 全市财政支出7成投向
了民生事业。

�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蒋素娟
辛文 李英姿） 近日， 特变电工衡阳变压器有限公司自
主研制的SZ11-20000kVA/35kV电力变压器， 在国家变
压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通过突发短路试验， 各项指标
优于国家标准。 这是衡阳市推动科技创新取得的又一
成果。

衡阳市是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 为提高企业核心
竞争力， 近年来， 该市积极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1至9月， 全市申请国家专利
1250件 、 获授权专利 705件 ， 同比分别增长 50.2% 、
21.7%；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39.7亿元 ， 同比增
长43.8%。 衡阳不仅成为国家整体规划的7大科技产业
基地 “正式成员”， 还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 全
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

为了给企业科技创新创造良好条件， 衡阳市在政
策激励、 财政投入、 产业规划、 人才引进等方面打出
一系列 “组合拳”， 并建成了面积1.5万平方米的科技
企业孵化中心等创新创业平台， 产学研联盟、 校企合
作、 产业链企业合作、 园区高校对接联盟等创新模式
日趋成熟。 近3年， 每年获国家专利数、 拥有自主品牌
数、 创新人才等主要创新指标居全省前茅。 世界最大
口径无缝钢管、 世界最先进的特高压变压器和电抗器、
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的 “湘江牌” 机油泵等20多个世
界领先、 全国第一的 “衡阳制造” 产品远销50多个国
家和地区。

衡阳市还采取措施，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近年来，
全市引进开发新技术、 新产品2000多项， 攻克关键技
术瓶颈132项， 研发新产品154项，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一等奖1项、 国家优秀发明奖1项、 省科技进步奖和自
然科学奖29项。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贺佳）
今天上午，省委督促检查工作领导小
组扩大会议在长沙召开，总结前段全
省“稳增长、促和谐”专题督查情况，
研究部署下阶段督查工作。省委副书
记梅克保强调，要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八大精神为动力，不断巩固和扩
大“稳增长、促和谐”专题督查成果，
以督查促落实、抓整改、求实效，确保
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省委常
委、省委秘书长易炼红主持会议。

自今年9月上旬省委部署开展
“稳增长、促和谐”专题督查以来，各
督查组深入到全省每个县（市、区），
实地考察了600多个相关项目、 企业
和单位，全面摸排情况问题，研究制
定帮扶措施， 稳步推动工作落实，取
得了阶段性成果。 会上，省委督查工
作领导小组就督查中从基层收集筛
选出的38项重点问题，向省直有关部
门和单位逐一进行了交办。

梅克保在充分肯定前段督查工
作取得的成绩后说， 帮助基层解决
实际困难和问题， 是此次专题督查
的题中应有之义。 各有关部门要关
心基层、 爱护基层， 以积极负责的
态度， 进一步明确责任、 加强配合，
结合实际抓紧研究处理办法， 妥善
解决好38项重点问题， 给基层满意
的答复。

梅克保强调， 当前，“稳增长、促
和谐” 专题督查已进入扫尾阶段，各
督查组要再接再厉，切实把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与做好下阶段
督查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学以致
用、 用以促学， 指导督促各市州、县
（市、区）把党的十八大精神落实到推
进“四化两型”、建设“四个湖南”的具
体工作上来，为全力抓好当前各项工
作、 全面完成全年各项发展目标、及
早谋划明年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支
撑和思想保障。 （下转2版①）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刘云山同志不再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职务； 刘奇葆同志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不

再兼任四川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东明同志任四川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张高丽同志不再兼任天津市委书
记、 常委、 委员职务； 孙春兰同志兼任天津市委委员、 常委、 书记。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赵洪祝同志不再兼任浙江省委书
记、 常委、 委员职务。

� � � �新华社北京11月21日电 日前， 中共中央决定： 孙春兰同志
不再兼任福建省委书记、 常委、 委员职务。

� � �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伍晨曦） 据省统计局今天发
布的数据，前10个月，全省经济在外
需市场持续疲软的情况下，依然保持
了总体稳健运行的形势。

工业生产有所回升。 1至10月，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6%，
增速与1至9月持平。全省39个大类行
业中 ，34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1至9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完成
主营业务收入 19027.3亿元 ， 增长
14.2%；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828.2亿
元，增长2.8%。

投资规模持续扩张。 1至10月，全
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454.9亿元 ，
同比增长27.5%， 增速连续5个月上
升。其中国有投资增长28.2%；非国有
投资增长27.1%。在投资方向上，全省
工业投资增长27.3%； 产业投资增长
28.7%；民生投资增长27.1%；生态环
境投资增长64.7%； 基础设施投资增
长15.6%；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105.4%； 技改投资增长35.7%； 房地
产开发投资增长11.4%。

消费需求加快增长。 1至10月，实
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312.8亿元，

增长15.1%，增速比1至9月提高0.1个
百分点。 其中10月份，全省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741.3亿元， 同比增
长16.1%， 增速比9月份提高1.8个百
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

财政收支增幅收窄。 1至10月，全
省财政总收入2418.1亿元，同比增长
18.6%， 增速比1至9月回落3个百分
点。 地方财政收入1416.2亿元，增长
21.6%，增速比1至9月回落5.6个百分
点。

金融信贷运行平稳。 到10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各项本外币存款余额
22577.1亿元 ， 比年初新增3133.8亿
元，同比多增818.9亿元。 全省金融机
构各项本外币贷款余额 15433.4亿
元 ，比年初新增1969.4亿元 ，同比多
增247.4亿元。

引资增速有所回落。 1至10月，全
省新批外资项目469个 ， 同比下降
15.5%；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62.2
亿美元，增长17.6%，增速比1至9月回
落1.2个百分点。 全省新批内联引资
项目4391个，实际到位资金2081.0亿
元， 增长16.1%， 增速比1至9月回落
0.5个百分点。

� � �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彭晓春 路险峰）今天下午，省人大常
委会机关传达学习贯彻党的十八精神 。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 副主任李江
主持会议并作动员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力峰、 刘莲
玉、蒋作斌和秘书长孙在田出席会议。 党
的十八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南
大学党委书记刘克利传达了党的十八大
精神。

李江说，认真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
十八大精神，对于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
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满怀
信心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具有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省人大机关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精神。

李江强调， 省人大常委会要以党的
十八大精神为指导， 认真做好新形势下
的人大工作。 始终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
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的有机统一， 更加坚定不移地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倍加珍惜、始终
坚持、 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发展道路。 始终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
略，切实履行人大各项法定职能，不断提
高履职能力和水平， 充分发挥人大职能
作用，加快推进法治湖南建设。 要把学习
贯彻十八大精神全面落实到各项工作中
去， 着力做好全省各级人大换届选举工
作，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监督工作成效，推
动解决实际问题， 确保食品安全法执法
检查和湘江流域综合整治专题调研取得
实效，在推动预算公开、增强预算科学性
民主性、 加强对超收收入的监督等方面
迈出新的实质性步伐。

本报评论员
“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

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
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
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

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 “三个自
信”,让人们看到一个愈加成熟、愈加
自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最强的底
气，也让世界看到了不断谱写壮丽篇
章的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将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
的精神状态，迎接“两个百年目标”的
挑战。

这种自信 ,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正确性在实践中得到充分
印证。 力挽积贫积弱的百年颓势 ,中
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了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广阔道路 ,拥有五千多年文明
史的东方大国 ,不再是留在故纸堆中

的记忆。 如今，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
目光的聚焦下重返世界舞台中央。

这份自信 ,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日趋丰富成熟。
这套理论体系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实践中形成、验证并得到升华，为我
们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
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让我们
勇于回应一切语言上的挑衅、一切理
论上的质疑 ,成为改革攻坚 、发展克
难时强大的思想武器。

这份自信, 来自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健全完善。 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长期实践和理
性设计结合下形成的， 并被实践反复
证明“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
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有利于集中
力量办大事、 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成为中国发展
进步的强有力保障。 （下转2版②）

� � � � 本报11月21日讯 （通讯
员 黄琨 记者 杨军 ） 11月19
日 ， 省内首艘新型内河高速
艇———135GB新型钢玻商务艇
在沅江建成下水。 该艇将传统
钢船建造工艺与先进玻璃钢工
艺有机结合， 填补了省内船舶
制造业一项空白。

据了解 ， 由湖南金瀚船

艇制造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
135GB商 务 艇 ， 主 船 体 采 用
钢质建造 ， 主甲板及上层建
筑均采用玻璃钢 ， 钢质船体
经久耐用 、 不怕触碰 ， 而玻
璃钢时尚精美 。 艇总长 13.5
米 、 宽2.92米 ， 排水量12吨 ，
设计航速 为 每 小 时 32公 里 ，
可载员14人。

前10个月经济运行总体稳健

梅克保在省委督查工作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强调
以督查促落实抓整改求实效

省人大机关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认真做好新形势下人大工作

坚定“三个自信”，
凝聚强大发展力量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之三中央宣传部和四川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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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小雪

首艘新型钢玻商务艇下水

� � � � 右图 ： 大雾连日来持续
侵袭三湘大地。 11月21日， 长
沙橘子洲湘江大桥上的行人
视江上薄纱为一道美景 ， 驻
足欣赏。 唐俊 摄

� � � �上图： 连日来， 衡阳大雾
锁城。 气象部门和交警部门提
醒民众， 立冬以来， 南方进入
大雾季节， 大家出行一定要注
意天气变化， 确保出行安全。

曹正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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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光辉的旗帜
高高飘扬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诞生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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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卓健 ） 11月
20日 ， 省军区召开电视电话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八大精
神 。 党的十八大代表 、 省军
区政委李有新围绕省军区部
队实际 ， 就抓好十八大精神
的学习贯彻进行了动员部署。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主持会
议并讲话 。 省军区领导张中
湘 、 万建华 、 陈长寿以及省
军区全体官兵 、 老干部和职
工， 在161个分会场同步参加
了会议。

李有新指出 ， 要更加坚
定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 ， 自觉贯彻国防和
军队现代化建设部署要求 ，
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

局面 。 要切实加强军队各级
党组织建设 ， 毫不动摇坚持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 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
中央 、 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
致。 黄跃进要求 , 要切实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作为
当前首要政治任务 ， 切实用
十八大精神指导部队各项建
设和工作落实 ， 要加强征兵
工作组织领导 ， 严密组织老
兵复退和士官选取 ,落实安全
管理制度 ， 确保部队安全稳
定 。 要不断加大民兵预备役
调整和改革力度 ， 积极提高
兵员征集 、 服务湖南驻军和
支援地方经济发展的质量 ，
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作出更
大贡献。

省军区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

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建设新局面

以军轰炸加沙致死人数上升至130人

首批十八大文件和辅导读物集中上市超3000万册
金融央企负责人不得超标购买公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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