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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导读

朱永华

12月3日， 省委宣讲团首场学习
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
会在长沙举行。今后一段时间，省委
宣讲团将在全省举行报告会60场。一
轮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热潮将在三
湘大地兴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是我国实现
现代化伟大事业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一次盛会， 是新的历史时期我国
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部署和动员大
会。 全会作出的各项重大决策不仅深
刻影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
域， 而且与每一个参与到这个伟大变
革时代的人息息相关。（下转14版②）

开放型经济风生水起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冒蕞
贺佳）今天上午，省直机关学习宣
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在
省人民会堂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李伟作题为《深刻理解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报告。省委
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出席报告会。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
主持报告会，省领导盛茂林、张硕
辅、张剑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康为民，省长助理袁建尧、省政府
秘书长戴道晋出席。

报告会上，李伟对十八届三中
全会精神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
解读，围绕《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
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
的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决定》

出台的时代背景、《决定》 中的重大
理论突破和重要理论创新等进行
了深入讲解和深刻分析， 并就当前
推进改革需要处理好的理论指导
与实践探索、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
速度与质量、 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
体制改革、 改革全面推进与重点突
破、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加强党的
统一领导与发挥各方创造性、 政府
转职能与干部转作风等八大关系
进行了系统科学论述。 参会人员纷
纷表示，报告论述深刻、重点突出、
深入浅出， 对于全面领会十八届三
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做好
本职工作将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省直机关和中央驻长各单位
班子成员及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聆听了报告。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李勇
杨柳青） 省妇联十一届八次执委
（扩大）会议今天上午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出席会议并强
调，各级妇联组织要始终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紧扣全面深化改革的
战略目标， 创新工作载体和手段，
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团结动员广大
妇女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中发挥
“半边天”作用。

孙金龙对全省妇联工作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发展
妇女事业，首要的是坚持正确的政
治方向。各级妇联组织要深入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国
妇女十一大精神， 把深化改革开
放、强化创新驱动贯穿妇女工作全
过程，创造性开展工作。要围绕全
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紧扣深化
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生
态文明体制改革，找准工作切入点
和着力点。尤其要认识妇女在两型
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充分发挥
妇女在节能减排、“两型” 家庭创

建、家庭文明建设等活动中的独特
作用。 要关注和促进妇女自身发
展，引导广大妇女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育各行各业
的妇女先进典型，推进妇女信访代
理协理工作，广泛集聚妇女推进和
谐社会建设的强大正能量。 要增
进妇女福祉， 推动妇女儿童发展
政策法规贯彻落实， 提升妇女参
政议政能力和参与社会事务管理
的水平， 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
益， 促进改革发展成果全面惠及
广大妇女儿童。

孙金龙说，各级妇联组织要切
实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大胆创新妇女工作机制，以推进社
区和乡镇、村（居）妇联基层组织建
设为突破口，扩大妇联组织和工作
的覆盖面，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妇女
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会议总结交流了今年全省妇
女工作情况，研究部署明年主要工
作； 表彰了湖南省五好文明家庭、
书香家庭、湖南省巾帼文明岗等一
批先进典型。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
上午，省委宣讲团在长沙举行“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开启我
省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首场专题报
告会。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易炼红
主持报告会并讲话。省委宣讲团成员、
省委讲师团巡视员陈志强作宣讲报
告。长沙市500余名干部群众代表聆听
了报告。

报告会上， 陈志强紧紧围绕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
想、新观点、新论断，结合实例进行了
深入解读， 深刻阐述了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的重大意义、基
本原则、 指导思想和
总体目标。 报告内容
丰富、全面系统、深入
浅出，既有理论深度，
又有很强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省委宣讲团的
报告， 对我们更好地
理解和把握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推

动长沙新一轮更好更快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指导意义。”易炼红强调，全市
各级各部门要以此次报告会为契机，
进一步掀起学习贯彻热潮，
精心组织好宣讲活动，营造
浓厚舆论氛围， 深刻领会、
认真消化、学以致用，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精神转化为推进“六个走
在前列”，率先建成“三市”，
强力实施“三倍”，加快现代
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下转14版③）

让改革的旗帜高高飘扬·��热点探析

本报12月3日讯 (记者 谭克扬)
今天，省委宣讲团“学习贯彻党的十八
届三中全会精神， 开启我省全面深化
改革新征程”专题宣讲，在长沙举行首
场报告会。 与会代表听取宣讲后纷纷
表示， 省委宣讲团的报告全面准确深
入， 对基层干部群众学习贯彻三中全
会精神， 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三
中全会精神上来、 统一到中央和省委
的决策部署上来将起到积极作用。

据悉， 根据中央和省委要求，省
委宣传部和省委讲师团会同有关部
门组成省委宣讲团， 从12月3日开始

到明年1月，在全省开展集中宣讲。省
委宣讲团计划举行报告会60场。其
中，每个市州举行2场报告会，包括市
州集中宣讲报告会1场、基层报告会1
场。同时，在省直单位举行20场报告
会，在驻长高校举行5场报告会，在驻
长大型企业举行5场报告会。此外，将
在红网举行2场网上宣讲活动。

为做好宣讲工作，省委宣讲团11
月29日专门召开备课会，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作动员，明确
要求宣讲团成员要以改革创新的精
神做好宣讲； （下转14版①）

●从2008年开始，
为紧紧抓住新一轮承接
产业转移、 湘南开放开
发等战略机遇， 全省被
“倒逼”大手笔改革，从顶
层设计、 市场准入到投
资环境、工作效率、企业
保障等都更加适应开放
型经济的发展。

●为适应开放型经
济发展要求， 我省重大
平台搭建、 重点园区建
设、重点区域对接、重大
项目引进等方面取得了
重大突破。

●通过承接产业转
移，全省外资、外贸、外经
“三外”联动，今年上半年
全省实际利用外资47.7
亿美元，居中部第一。

●2006年至今,我省
对外直接投资连续多年
位居中部6省第一。 通过
对外投资， 我省装备制
造、新能源、新材料、生物
制药和电子信息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和资源勘探
开发企业，充分实现了国
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的融合。

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４３—０００１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双

!"#$% &'()*+,-./0
11%23456 789:;<=>?@A
'B?CDE'FG?HIJ>K !" LM
NOPQRS3STU 7VWWXYZ[
\]?^_`abYcde6

fghiU +,jklmnopIj
qrstu)vwxMNOPQRyzU
{|}~U����6

��7VYc�]Ab��6 �nop
��U���k?�������?���?
���?������U" ��+, ¡�¢
£¢¤¥¦§� ¨�©¡ªU «¬Yc

®U# L�¯U°±²³�´\µYcU¶L
\�·¸¹ºbA+,»x¼½6

!"#$!%&'"

��7¾¿ÀbÁÂÃVjU +,Ä
Å(ÆÇU È°±ÉÊË¶U <=ÌÍÎ
ÏUÐÑRÒI²³Ó=YcÔÕÖªU×
ØÙÚÛÜUYcªÝ�Þ6

"� $%iU���k?�������?
���?���?������U

!"#$%&'()*
!!!!""#$#%&'(#)*+,-.

!"# $%& '()

!*+,-./ 012345!
!62 " 7#

出版

4
星期三

新闻热线：96258
华声在线（湖南在线）：www.voc.com.cn

今日 16 版 第 23183 号

２０13年12月
癸巳年十一月初二

《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考评办法》出台

全面建成小康有了考评标准
从2014年起到2020年，每年对上年度市州、县市区全面小康成效进行综合考评

本报12月3日讯（记者 李勇 田甜）
记者今天从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
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 省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领导小组日前下
发《分类指导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考评办法》，为全省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提供了考评标准。

根据《考评办法》，从2014年起到
2020年， 我省将按照四大区域和三种
类型县市区的划分， 每年对上年度14
个市州、122个县市区全面小康成效进
行一次综合考评。 一方面将向社会公
布考评结果， 另一方面将根据考评结

果进行奖惩。
对各市州，将分经济发展、社会和

谐、生活质量、民主法治、文化教育和
资源环境六大类指标进行考评， 并从
三个方面计分排名，分别是：测算市级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和提升幅度综合计
分排名、经济发展计分排名、市州所辖
县考评结果计分排名。

在市州考评的三方面计分排名
中，提升幅度成为主要的考评参数，均
占到了60%的权重。如，经济发展计
分排名中，实现程度在计分中占40%
的权重，而年度指标的提升幅度则占

了60%。
县级考评的指标体系， 对应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
布局，设计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社
会发展、 民主法治和生态文明五大类
指标，从实现程度、提升幅度、经济发
展三个方面进行考评。

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人介绍， 县域
经济是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的短板，所
以在县级考评指标中， 经济发展所占
的权重最高。 同时， 在经济发展指标
中，降低了GDP的权重，增加了经济质

量、人均均量和经济结构指数的权重，
“这些都体现了分类指导的导向意
义”。

在考评中，奖罚分明是一大特色。
据了解，我省将根据综合排名、经济发
展排名、管理指导绩效考评结果，对前
三位的市州给予通报表扬， 颁发奖牌
和奖金；根据县级年度考评结果，设立
两个综合奖和一个单项奖。 后三位的
市州，则要向省委、省政府提交书面说
明，提出整改措施。同时，考评结果将
作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使用的重要参
考依据。

省直机关学习宣传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报告会召开

李伟作辅导报告 杜家毫出席

省委宣讲团在长沙
举行首场报告会

开启我省全面深化改革新征程
省委宣讲团将在全省举行三中全会宣讲报告会60场

孙金龙在省妇联十一届八次执委（扩大）
会议上强调

把深化改革贯穿妇女工作全过程

让全会精神入脑入心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2014年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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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

12月 3日 ，湖
南东洞庭湖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采
桑湖水域，反嘴鹬
等候鸟振翅齐飞。
监测数据显示，至
11月底，抵达东洞
庭湖湿地越冬的
候鸟已达 55种 10
万只左右。
本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姚毅
摄影报道

十万珍禽
闹洞庭

身边的�� 美丽

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

●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把改革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各个环节， 以改革促创新发
展，完善调控方式手段，强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

●要用改革的精神、思路、办法改善宏观调控，科学把握宏观调控政策框架，保持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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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工可预订
明年春运团体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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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都不是》
网上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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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奔月背后的湖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