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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勇 周小雷
通讯员 罗春亮 周仁 李刚

7月29日凌晨3时，从株洲东郊
鲜奶仓库射出的几束车灯划破昏
暗的大街，株洲金禾舜农业科技公
司往全市32处营房哨所送早餐的
车队出发了。车里装的是市政府送
到军营餐桌上的“营养奶”和“慰问
蛋”， 株洲市3600多官兵人人有
份，这样的“蛋奶工程”，株洲市已
经开展了17年。

红色沃土湖南， 双拥传统深
厚，处处涌动着军爱民、民拥军热
流。 近年来，全省双拥工作在继承
中创新、在巩固中提高、在改革中
发展，部队投身地方发展取得新成
绩， 地方支持部队建设迈出新步
伐，谱写了新时期军政军民鱼水情
深的凯歌。

发展不忘国防，实现
富民、强军有机统一

“要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
把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融入
全省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工作之
中。”7月9日，省委常委议军会在省
军区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守
盛强调。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国防
动员委员会主任杜家毫要求，各级
政府要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
建设，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双拥工
作，坚持将其纳入年度经济发展规
划，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出台配
套法规文件，各级党政领导自觉把
军政、军民和谐发展作为“一把手
工程”来抓，努力实现富民强省和

兴武强军有机统一。
据统计，近年来我省先后投入

10多亿元， 援建20多个部队营院
和训练中心（基地）。 新建、提质升
级重点国防公路，满足了部队战备
训练要求。大力加强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 陆续投入1亿多元支持国防
动员体系升级改造，目前全省各县
市区民兵武器装备仓库基本实现

“部库合一”。
2013年初，衡阳市战备交通办

专程到军事机关汇报湘江大桥扩
建、 高铁东站配套工程建设规划，
专门预留出可满足军事需求的场
站， 加强了军事交通运输保障功
能， 该市近年来先后修建的大桥、
港口、高速服务区中转站等百余项
重大基础设施，充分体现了国防需
求，使战时的支前保障能力得到有
效提升。 (下转11版)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在长沙会见了中国建筑
材料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党委
书记宋志平一行。

杜家毫说，当前，湖南正充分发
挥投资在稳增长中的关键作用，大
力推进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
施建设，加快推进“两房两棚”、“两
供”、“两治”等民生工程，市场空间
广阔，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希望中
国建材集团充分发挥资金、技术、
管理等优势， 与湖南的优质资源
更好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加大在
湘投资力度，拓展合作领域，不断

提高吸纳就业能力， 助推湖南建
材等产业加快发展。湖南一直高度
重视与包括中国建材集团在内的
广大央企对接合作， 并将为央企
在湘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宋志平说， 得益于近年来湖
南的快速发展， 中国建材集团在
湘取得了良好业绩。 集团将进一
步扩大在湘投资规模， 延伸产业
链条， 在做大做强传统建材产业
的同时，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新材
料、住宅产业、新型城镇化等领域
的合作。

中国建材集团总经理曹江林
参加会见。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
毫在长沙会见了香港言爱基金大
陆地区总干事张曼年一行。

香港言爱基金一直致力于促
进内地贫困地区教育和医疗卫生
事业发展， 已在我省捐建冠名17
所思源实验学校。

杜家毫说， 言爱基金在贫困
地区捐建的思源实验学校规划理
念先进、功能布局合理、建设监管
有力，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和集约高效的建设理念，有力促进
了贫困地区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学
水平提升，是一项造福子孙、造福

未来的光荣事业。 湖南将加强捐
建项目配套支持， 通过言爱基金
引入先进的教育管理模式和项目
建设理念， 加大贫困地区教育投
入， 确保用好产业发展和民生建
设的每一分钱、每一寸土地，真正
走出一条符合当地实际的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的路子。

张曼年说， 言爱基金将更多
关注湖南， 为农村贫困家庭学生
和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学习和生
活环境， 助力湖南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戴道晋参加会
见。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记者
邹伟 白阳 ）“建立城乡统一的户
口登记制度。 取消农业户口与非
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
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 统一登记
为居民户口。 ”30日公布的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
的意见》明确了上述改革举措。 这
标志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
“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
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这次户籍制度改革决心之
大、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措施
之实是前所未有的。 ”公安部副部
长黄明在同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表示，《意见》 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指导全国户籍制度改革的
纲领性文件， 这一重大改革开始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不再以“农业”和“非农业”区
分户口性质之后， 如何逐渐剥离
与户籍相挂钩的诸多社会福利，
将是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所在。《意
见》对此进行了阐释：进一步调整
户口迁移政策， 统一城乡户口登
记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加
快建设和共享国家人口基础信息
库，稳步推进义务教育、就业服务、
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住房保
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部
常住人口。

(下转12版①)

本报7月30日讯 （记者 周小
雷 通讯员 谭帅） 军民共庆建军
节，鱼水情深唱新曲。 在“八一”建
军节到来前夕，今天晚上，我省大
型双拥文艺晚会“军民一家亲”在
长沙隆重举行。 省领导孙金龙、陈
肇雄、许又声、李有新、刘莲玉、武
吉海、刘建新、郭辑山，武警湖南
总队政委贾龙武、 国防科大政治
部副主任徐子怀等观看晚会。

晚会在大型舞蹈《杜鹃花开
颂英雄》中拉开序幕。 舞台上，歌
声嘹亮，歌姿绰约，舞台下欢笑阵
阵， 掌声如潮。 男女声二重唱
《为了谁》， 歌颂了人民子弟兵在
灾难面前奋不顾身， 危难时刻冲
锋陷阵的无私奉献精神。 年龄稍
长的人都忘不了那熟悉的旋律：
“同志们杀敌挂了花，沙家浜就是
你们的家。 乡亲们若有怠慢处，说
出来我就去批评他。 ”花鼓戏《沙

家浜》选段唱出了军爱民，民拥军，
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军民互助互爱
的好传统。 由省军区警卫连带来
的散打表演 《砺兵》 则再现了子
弟兵夏练三伏、 冬练数九的冲天
豪气。 小品 《婚礼》， 讲述了驻湘
舟桥某团的战士为了保家卫国婚
事一拖再拖， 忘我奉献的感人事
迹。 晚会在舞蹈《中国梦飞扬》中
落下帷幕。

整台晚会气势恢宏， 歌舞交
融，高潮迭起，唱响了人民军队忠
于党、 人民军队为人民的永恒主
题， 表现了驻湘部队全体官兵精
心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
的生动实践， 展现了我省拥军优
属、 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和取得
的辉煌成就。

驻湘部队官兵及省直单位干
部群众等代表共1200余人观看晚
会。

本报7月30日讯（记者 冒蕞 张斌）
今天， 省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
会，就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提出
的《关于加强长沙市雾霾治理的建议》、
常世雄等5位省政协委员提出的《关于
加强长株潭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建议》
两件提案进行办理协商。 省政协主席陈
求发出席并讲话。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省
委常委、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书记、
管委会主任张文雄，省政协副主席武吉
海、赖明勇出席。 省政协副主席葛洪元
主持，秘书长袁新华参加。

近年来，随着两型社会建设不断走
向深入，我省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取得
一定成效，然而大气环境治理形势仍不
容乐观。 今年，省政协人资环委和常世
雄等5位委员围绕大气污染防治展开调
研，并形成了相关提案。 会上，提案方与
承办提案办理的省直部门及市州政府
负责人进行了协商互动。

陈求发充分肯定会议成效。 他指

出，当前，我省正在全国率先探索建设
两型社会新路子，必须在大气污染防治
上积极探索，取得新突破。 大气污染防
治涉及发展方式、经济结构、能源结构、
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要充分认识这项
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下定决
心、攻坚克难、常抓不懈。 要广泛凝聚社
会共识，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营造全
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形成推进工
作的强大合力。 要坚持多级联动，密切
配合、通力协作，以改革不断创新体制
机制，明确细化各有关部门责任，确保
大气污染防治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陈求发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对进一步加强人民政协提案办理
工作的要求和部署， 切实做好提案工
作。 要积极发挥界别作用、提高界别集
体提案数量， 进一步提升提案整体质
量；要及时跟踪提案办理动态，不断加
强督促、检查、考核，进一步促进提案的
办理落实。

(下转12版②)

鱼水情深奏凯歌
———我省大力推进双拥工作纪实

7月29日中午，烈日下，长沙黄花机场，航班进港后，机务员黄思杰
对飞机进行各项检查。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相关报道见12版)

我国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
“农”与“非农”将成为历史

编者按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7周年纪

念日来临之际， 本报 《共铸长城———国
防教育巡礼》 专栏同您见面了， 这是我
们对驻湘部队官兵、 全省烈军属、 残疾
军人、 复转退军人和民兵预备役人员，
以及所有关心、 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者
的一份崇高敬意！

当前， 我省正在全力推进 “四化两
型 ”、 “三量齐升 ”， 奋力谱写 “中国
梦” 的湖南篇章， 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军民智慧高度凝聚。 国无防不立， 民无
兵不安 ， 国防教育是一项关系民族兴
衰、 社会稳定的战略性、 基础性任务，
我省在这方面创造了不少新经验， 涌现
出不少好典型， 我们将深入基层挖掘，
及时生动聚焦 ， 进一步传递军地正能
量。 敬请关注。

杜家毫会见宋志平

杜家毫会见张曼年
省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推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陈求发出席并讲话

军民鱼水一家亲
我省举行庆祝“八一”建军节双拥晚会

共铸长城
———国防教育巡礼

“红色毛垭”焕新颜
穿越时空的力量

5版

地铁经济呼啸而来
———写在长沙地铁开通试运营3个月之际 （二） 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