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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孙敏坚）为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70周年， 湖南日报推出大型特刊
《气壮山河》（详见T1-T12版）。

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的“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把中华民
族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民族奋起救中
国，湖湘怒掀抗日潮。以毛泽东、刘少奇、任
弼时、彭德怀等为代表的湘籍共产党人，义
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战场， 卓有成效地领导

军民抵抗日寇， 奏响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
英雄凯歌，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3000万湖南人民坚持全民抗战、 团结抗
战、持久抗战、浴血抗战，以抗战图生存，以
抗战救危亡，展现了心忧天下、众志成城、
百折不挠、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以鲜血和
生命保家卫国， 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付
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卓越贡献。

湘水忠魂永壮，衡岳正气长存。
（下转8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民政工作如何落实“以民为本、为民解困、
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我省民政人的回答是：
以全面深化改革和法治民政建设为“双轮驱
动”，在政策创制和督查落实上“双向着力”，发
挥在基本民生保障的兜底和社会建设中的骨
干“双重作用”，实现民政转型发展思路和服务
大局能力“双项提升”。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开展以来，省民
政厅党组把活动要求突出在践行上，作为落实
民政根本宗旨有力抓手，严在实处，实在细上，

“四双”并进，各项事业呈现喜人局面。

30多项新政出台， 织牢民生
保障网底

面对经济增长转型、社会矛盾频发，民政

兜底保障任务愈发繁重。今年5月，省民政厅党
组书记、厅长段林毅在给全系统上“三严三实”
党课时说，学习领会“三严三实”要求是首要的，
必须形成常态长效，但不能停留在学习与听党课
上，更在于践行严和实的要求，以“严”的作风推
动“实”的作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吃透实情创
制政策，做实基本民生兜底保障工作。

省民政厅先后出台《湖南省民政厅党员干
部直接联系群众十项制度》、《厅领导信访值班
月制度》、《厅领导联系市州、 县市区民政工作
制度》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厅领导带头下基

层蹲点调研，每年不少于45天，联系4户困难群
众，处级领导干部每年到基层调研时间不少于
25天，深入联系点不少于3次。

接通了地气，才能更好维护群众利益。今年
以来，省民政厅创制出台30多项民政民生保障
制度，如《关于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
制度的意见》、《关于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湖南省城乡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
对办法》等，基层普遍反映切合实际，更具有针
对性和可操作性。 （下转8版②）

赤心尽责解民难
———全省民政系统践行“三严三实”纪实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田甜 唐婷）乐声
雄浑，歌声激昂。今晚8时，湖南省纪念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黄河颂》交响合唱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唱响。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省委副
书记、省长杜家毫出席音乐会，与各界人士一
起，在经典的旋律中，铭记历史、珍惜和平、展
望未来。

孙金龙、许又声、张文雄、黄跃进、谢勇、欧
阳斌、张运炬等领导出席音乐会。

音乐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一曲
饱含感情的《松花江上》，迅速将观众带回到70
年前的峥嵘岁月。《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
《歌唱二小放牛郎》、《到敌人后方去》……一首
首耳熟能详的抗战歌曲，或气势恢宏，宣誓保
卫家园的决心；或深情低吟，诉说英雄的故事。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在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中，音乐
会到达高潮。八个乐章雄浑铿锵，以男女声独
唱、对唱、轮唱、女声合唱、混声合唱和朗诵等

多种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展示了一幅中国人
民从屈辱、哀号，到抗争、怒吼、复仇和搏斗的
历史长卷，令全场观众久久沉醉在激荡人心的
旋律中。

“我们迎着风雨向前方，万众一心挽起臂
膀。 我们要把亲爱的祖国， 变得更加美丽富
强。”在响彻全场的《走向复兴》大合唱的激昂
乐声中，音乐会落下帷幕，激励三湘儿女继承
发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为谱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湖南篇章而努力奋斗。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通过省市
(州)长工作调度视频系统，与14位市(州)长
一道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阶段工作。
他强调，要振奋精神、扎实工作，把当前和
长远结合起来， 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
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推动全省经
济形势持续好转， 以湖南的一方平安为国
家重大活动顺利进行作出应有贡献。

副省长戴道晋， 省政府秘书长向力力
参加视频会议。

依据8月份全省主要经济指标预测数
据，杜家毫与各市（州）长一道分析。杜家毫
说，从预测情况看，当前全省经济形势总体
呈现稳中趋好、稳中有忧的态势，经济运行
在合理区间，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投资力
度较强，消费保持平稳。但同时也面临着大
宗产品价格持续走低、 民营经济发展和产
业投资势头不强、工业下行没有根本改变，
新兴产业增长还难以抵消传统产业下滑的
影响，以及就业、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困难和
压力。

杜家毫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关于做好下半年经济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振奋精神、 扎实工
作，把当前和长远结合起来，统筹做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推动全省经济形势持续好转。 一要继续加
大投资力度。抓好交通、水利、能源、信息
“四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两房两
棚”、“两供两治”、扶贫攻坚等工作，加大产
业和实体经济投资力度， 把招商引资作为
经济工作的重要考核指标抓紧抓好。 二要
稳定传统产业，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更加强

调精准施策，更加强调有力有效，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分析，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帮扶，推
动新材料、环保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三要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在守住粮食“底线”和
耕地“红线”基础上，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
机械化、规模化和科技化，不断提高农业发
展的质量和效益。四要稳定就业。准确研判
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发展态势及用工趋势，
充分考虑可能出现的劳动力回流情况，研
究出台支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专项
政策，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要坚持以
质量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
加重要的位置。一手稳定传统产业，一手扶
持新兴产业， 痛下决心关停并转落后产能
和污染企业， 决不因眼前利益放慢结构调
整步伐；善于发现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不断激发后发赶超的能力和潜力。 六要着
力防范风险。进一步防控社会融资、非法集
资、政府债务等风险，遵循经济工作规律，
做好债务置换、规范融资平台等工作。七要
继续推进改革。 督促各市县按照省委省政
府决策部署，坚决克服等待观望情绪，把该
推进的各项改革加快向前推进， 一项一项
抓落实。 八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和社会稳
定。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值班，抓好交通、
危化品生产运输、景区、防汛等重点领域和
关键环节，一个隐患一个隐患排查，一个个
盯死看牢，做到真检查、真落实、真整改，以
湖南的一方平安为国家重大活动顺利进行
作出应有贡献。

杜家毫强调，要保持良好精神状态，振
奋精神、坚定信心，既要见物、又要见人，不
断激发干事创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形成
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强大合力。

湖南日报评论员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在长
沙会见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时谈到，进一步发挥
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的优势，与湖南正
在积极推动的智慧城市建设、社会管理创新等
深度融合起来，一直是他关注的重点。

诚哉斯言。“互联网+” 行动计划确定为国
家战略后，省委、省政府制定了具体的引进推
进优惠政策，“互联网+” 在湖南这片热土上的
洼地效应正日益凸显。9月1日上午， 省委副书
记、省长杜家毫也会见了马化腾，省政府和腾
讯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以此推进互联网
与我省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此次与腾讯
的深度合作，无疑是湖南省委、省政府推动“互
联网+”发展战略的一个大手笔。

也许对某些人而言，“互联网+” 还略显陌
生，但它已浸入每个人的生活：当老奶奶拿着
手机与远涉重洋求学的孙子微视神聊时，当你
工作繁忙拿起手机点一份快餐时，当你出差在
外用手机买下一束鲜花为亲朋送上生日祝福
时……你一定会感觉到，“互联网+” 带给我们
的不仅仅是商机，还有便利与温馨。

在 “互联网+”的时代 ，想象无垠 ，创新无
界，商机无限，这也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
时代，新的经济业态生活状态管理形态，都可
以去颠覆、去重塑、去再造。临渊羡鱼，何如退
而结网？拿出湖南人的智慧和霸蛮劲，结好“互
联网+”这张网，我们一定不会做得比沿海发达
地区差，更何况，在互联网这个江湖里，我们有
人才优势，有区位优势，更有着抢先一步的政
策优势。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 本身就是一个自我
更新自我蜕变的历程———火的发明让祖先步入
了农业文明， 蒸汽机让我们进入了工业社会，银
行使商业文明更趋发达，互联网的运用不仅让地
球成了一个“村”，甚至正在颠覆许多传统行业和
产业。置身“互联网+”时代，任何探索都十分宝
贵。不懂不要紧，我们可以重新学习；落后不要
紧，我们可以急起直追。在这场“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伟大社会实践中，“态度决定一切”是对
能否驾驭未来命运最贴切的诠释。

在这场伟大变革中， 我们要有时不我待的
紧迫感，以更大的激情拥抱“互联网+”时代。机
遇稍纵即逝，等待往往只能是一声叹息。主动融
入国家发展的宏伟战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战
略部署，推动产业升级转型，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惠及三湘民生福祉，这才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刘勇）根据
国务院日前发布的2015年放假安排通知，

9月3日至5日调休放假3天，9月6日（星期
日）上班。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湖南日报推出大型特刊《气壮山河》
展现70多年前湖湘儿女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

杜家毫召开省市(州)长工作调度视频会议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形势
持续好转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 省政府与腾讯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携手推进“互联网+”行动
计划。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会见腾讯公
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并共
同签约。

副省长何报翔，省政府秘书长向力力，
腾讯公司副总裁邱跃鹏出席会见和签约
仪式。

杜家毫欢迎马化腾一行来湘， 祝贺双
方达成战略合作。他说，近年来，腾讯公司
坚持不断创新， 已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加速
国际化、引领世界潮流的典范，成功开创了
移动互联网新时代， 深刻影响着社会生产
生活方式， 极大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和物
质生活。当前，湖南正多措并举大力发展移
动互联网产业，加快推进“互联网+”行动
计划， 一大批优秀企业和领军人才加速聚
集。期待通过与腾讯的战略合作，进一步发
挥湖南的产业、人才、大数据和云计算等优
势， 全面探索互联网加什么、 怎么加的问
题，推动互联网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形成

更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依托
腾讯的创新团队和先进的信息技术， 促进
各级政府在打造智慧城市、创新社会管理、
统筹城乡发展、 推进扶贫攻坚等方面更好
地发挥作用，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增
强公共服务能力，提升行政效率，方便办事
群众。

马化腾说，腾讯将充分发挥用户资源、
平台网络、信息技术等优势，积极挖掘与湖
南各行各业的合作需求， 助力湖南相关产
业加快转型升级， 推动政府更好地运用信
息技术和手段转变政府职能， 提升行政效
率，提高便民服务水平。

根据协议，双方将重点在政务、社会保
障、食品安全、教育、旅游、医疗、电子商务、
现代金融、 云计算和大数据应用等领域展
开合作，推进建设微信“城市服务”湖南项
目，共同建设云计算产业集群、大数据服务
平台、公共应急云平台和“互联网+”众创
空间，以及推进“互联网+媒体”、“互联网+
交通”、“互联网+文化”、“互联网+商业服
务体系”等。

省政府与腾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携手推进“互联网+”行动计划
杜家毫会见马化腾并共同签约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9月3日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纪念日。当天上午10时，北京天安门广场
举行纪念大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发表重要讲话并检

阅部队。
届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人民
网、新华网、中国网络电视台、中国网也将同
步直播。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70周年大会将于9月3日上午在京举行

9月3日至5日调休放假3天

铭记历史 珍惜和平 展望未来

我省举行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音乐会
徐守盛杜家毫孙金龙等出席

以更大的热情拥抱“互联网+”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王立三 徐行）9月
1日晚，湖南烈士公园南门
广场，《气壮山河》———湖
南抗战图片展布展完毕，
将于9月2日上午开展。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让人们
牢记历史、缅怀先烈，9月
2日至4日， 湖南日报社、
长沙市委宣传部在湖南
烈士公园共同举办《气壮
山河》———湖南抗战图片
展。 影展分为《历史见
证》、《英烈忠魂》、《致敬
老兵》、《战场今昔》 四个
篇章，不仅让观众重温那
段血与火的抗战岁月，还
通过一批航拍照片，用全
新视角展现当年战场70
年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图为9月1日晚， 湖南
烈士公园南门广场，《气壮
山河》———湖南抗战图片
展刚刚布展完毕， 就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气壮山河》———湖南抗战图片展今日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