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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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易博文 版式编辑 李珈名

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华声在线 ：www.voc.com.cn
湖南日报社出版

新闻热线：96258星期二

2015年11月 日今日20版 第 23896 号 17
乙未年十月初六

深入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新华社土耳其安塔利亚11月15日
电 1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
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 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题为《创新增长路
径 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讲话，强调
二十国集团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
和协调，推动改革创新，构建开放型世
界经济，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峰会开始前， 习近平同其他与会
领导人依次抵达， 受到土耳其总统埃
尔多安的迎接。

当地时间下午4时30分， 会议开

始。埃尔多安主持。与会领导人首先起
立， 为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的遇难
者默哀。本次峰会主题是“共同行动以
实现包容和稳健增长”。与会领导人围
绕世界经济形势、全面增长战略、就业
和投资等议题发表看法。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二十国集
团的任务是促进世界经济增长。 二十
国集团既要治标以求眼下稳增长，又
要治本以谋长远添动力； 既要落实好
以往成果，又要凝聚新的共识；既要采
取国内措施、做好自己的事，又要精诚

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习近平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和协调， 形成
政策和行动合力。 第二， 推动改革创
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第
三，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激发国际贸
易和投资活力。第四，落实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 为公平包容发展注入强
劲动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有信心、有能力
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 中国在世界经
济最困难的时刻， 承担了拉动增长的

重任。今年中国经济预计实现7%左右
增长， 仍将占世界经济增量的约三分
之一，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未来
5年，中国将按照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着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坚持新型工业化、 信息
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坚
持绿色低碳发展，改善环境质量；坚持
深度融入全球经济，落实“一带一路”
倡议；坚持全面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习近平指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特别提款权审查报告指出人民币满足
“可自由使用”标准，建议纳入特别提
款权货币篮子。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认
为这将有利于提高特别提款权的代表
性和吸引力， 也将有利于完善国际货
币体系，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中方期待
本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讨论
取得积极结果。

与会各领导人表示，各方要加强
宏观政策协调， 应对全球经济增长
动力不足问题。要解决不平衡问题，
完善社保体系， 增强中低收入人群

购买力。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加快
国际金融机构改革。 鼓励发展中国
家融入全球经济治理， 发掘非洲国
家潜力， 加强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的合作。各成员要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 下开展磋商， 制定合
理、平衡、可持续的方案，共同应对
气候变化问题。 国际社会要团结合
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会议还讨论了发展、气候变化、反
恐、欧洲难民危机等问题。

汪洋等参加有关活动。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省长杜家毫主持召
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贯彻落实汪洋副总
理关于做好冬汛防御的重要批示精神，
要求认真做好冬汛防御及救灾工作；研
究部署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行业协
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取消和调整省
本级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等工作。

11月10日以来， 我省湘江干流中
上游河段发生了 1961年以来最大冬
汛，局部地区受灾严重，未来几日仍将
有持续降雨过程。会议指出，要认真贯
彻落实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重要批示
精神，认真做好冬汛防御各项工作，确

保全省安全度汛和灾区群众温暖度
冬。要认真研究和掌握冬汛特点，密切
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加强应急值守，
积极采取针对性强的应对措施， 突出
做好堤防加固、城市防涝、山洪灾害防
御和水库防守等重点工作， 有效防范
和应对泥石流等灾害， 第一时间组织
危险区群众转移避灾， 坚决杜绝群死
群伤。要积极做好灾民安置、救济、抚
恤等工作，确保灾区群众有衣穿、有饭
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会议听取了省编办关于《湖南省
赋予省直管县试点县部分市级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目录》 编制和省发改委关

于省直管县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情
况汇报。会议强调，推进省直管县体制
改革试点，牵一发而动全身，要进一步
统一思想，加强省、市和试点县统筹衔
接， 更好地调动各方改革的主观能动
性。既要按照能放就放的原则，赋予县
级更多经济管理权限，力破“中梗阻”；
又要坚持放管结合， 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确保权限放到位、接得住、管得好。
要按照“先改革、先受益”原则，进一步
加大对试点县的支持力度， 使试点县
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权更大、 行政效
率更高、群众办事更方便，不断增强县
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会议指出，推进行业协会商会与行
政机关脱钩，是中央确定的一项重要改
革任务。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
策部署上来， 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市场、
社会的关系，更好地发挥协会商会在市
场经济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要增
强政社分开的自觉性，不等不靠、积极
推进，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加强顶层设
计，做好执行方案，分期分批、有步骤有
重点地加以推进； 要明确和落实责任，
坚持“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精心
组织实施；要试点先行，蹄疾步稳推进
改革，坚持分类施策、精准施策，不断总
结经验，有序推开；要落实和完善相关
政策，把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与清理
整顿中介组织、加强社会组织管理等工
作更好地结合起来，为行业协会规范健
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确保改革目标如
期实现。

会议研究了省本级非行政许可审
批事项取消和调整相关事项，确定今后
不再保留“非行政许可审批”这一审批
类别。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
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在长
沙会见了平安银行行长邵平、
华谊兄弟传媒集团董事长王
中军一行。

杜家毫欢迎客人来湘考
察投资。他说，湖南人杰地灵、
文脉厚重，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湖南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等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

“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进一步
放大；工程机械、轨道交通、广
电出版等优势产业竞争力不
断提升，电子信息、新材料、移
动互联网、环保、汽车制造等
新兴产业加快发展，经济社会

呈现持续健康发展势头 。当
前，湖南正遵循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加快
发展，希望平安银行和华谊兄
弟传媒集团进一步加大在湘
投资力度，积极对接相关产业
和项目，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和中小企业， 实现互利共赢、
共同发展。

邵平、王中军表示，将充分
发挥各自企业在金融综合服
务、 文化创意及旅游等领域的
优势， 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基础
设施、国企改革、重大产业、文
化影视、 旅游休闲等方面的合
作， 更好地服务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

副省长何报翔参加会见。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通
讯员 陈春明 王亮 记者 柳
德新 ）今天凌晨，湘江洪峰在
顺利过境长沙后， 流入洞庭
湖。这标志着我省迎战湘江中
上游自1961年有记录以来的
最大冬汛全线告捷。

据长沙市水文局介绍，16日
凌晨1时，湘江洪峰顺利通过长沙
水文站， 洪峰水位33.7米，5天上
涨3.77米， 距36米的警戒水位尚
差2.3米，流量达14000立方米每

秒。对湘江中上游来说，此次冬汛
为1961年有记录以来最大冬汛；
但对长沙水文站来说，仅为2002
年以来最大冬汛。2002年11月2
日， 湘江长沙站出现洪峰水位
34.82米，流量11700立方米每秒。

省防指强调，由于湘江水位
已普遍上涨3至6米，加之强降雨
仍在持续， 且涉河在建工程很
多， 湘江防冬汛形势仍然复杂，
各地防汛工作仍不能松懈。

相关报道详见3版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谌孙武 张长江）住在自己
新建的两层楼房中， 麻阳苗族自治县石
羊哨乡谭公冲村村民张长义还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11月15日，他喜滋滋地告诉记
者，过去他一家9口住在木板屋里，去年
县里开展金融扶贫，不要任何抵押，从银
行贷款2万元种药材半夏， 当年收入8万

元，今年又贷款搞起了山羊养殖。
怀化市有侗、 苗等50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人口有210.4万人。13个县市区
中， 有10个国家级、3个省级扶贫开发重

点县， 贫困问题与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相
交织。为此，近年来，该市在精准扶贫中，
推行“三联一帮”模式，即金融联通、产业
联动、利益联结、结对帮扶。该市与金融
机构深度合作，推出了小额信贷、生态移
民扶贫贷款等。目前，13个县市区全部被
列为省扶贫小额信贷试点县， 已累计为
5947户贫困户发放小额贷款1.53亿元。

(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1月16日讯（记者 张湘
河）11月中旬，土家族“舍巴节”的锣鼓
声还在耳畔回响，苗族“跳香会”的歌声
已在山中起腔……自治州借助每年

100多个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节庆，推
进扶贫开发与生态文化旅游发展有机
结合， 积极争创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
近日，该州民族传统节庆活动正式入选

第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
目创建名单， 成为旅游扶贫的“金杠
杆”。

自治州的大山中民族特色村寨

星罗棋布， 民族传统节庆特色浓郁。
该州大力发展旅游扶贫产业，把精准
扶贫落实到土家苗寨的当家产业发
展上。其中，大力实施300个传统古村
落保护建设，着力打造60至80个民族
旅游特色村寨； 重点建设土家族、苗
族生态文化村镇游两条精品线，积极
争创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

(下转2版②）

习近平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次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倡创新增长路径 共享发展成果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贯彻落实汪洋副总理重要批示精神
部署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等工作

杜家毫
会见邵平、王中军

洪峰昨日过 安然入洞庭
迎战湘江最大冬汛告捷，但仍不能松懈

金融联通 产业联动 利益联结 结对帮扶

怀化精准扶贫敢啃“硬骨头”

实施传统古村落保护建设 打造民族旅游特色村寨

自治州旅游扶贫手握“金杠杆”

11月15日晚，空中俯瞰
改造后的武陵源城区繁华夜
色。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投入
6000万元、吸纳社会投资10
亿元，对“城中村”进行改造。
目前， 工程主体建设已基本
完工，古色古香的楼房街巷，
正成为武陵源旅游的又一张
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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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六连冠

中国超算能力缘何迅猛增长
详见18版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16日电 新一期全球超
级计算机500强榜单16日在美国公布，中国“天河
二号”超级计算机连续第六度称雄。一个引人注目
的变化是，中国入围这一榜单的超算数量比上期激
增了近2倍，而美国上榜数量却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据国际TOP500组织当天发布的榜单，第一名
“天河二号” 的浮点运算速度为每秒33.86千万亿
次， 第二名美国“泰坦” 的浮点运算速度为每秒
17.59千万亿次。 第三名至第五名依次为美国“红
杉”、日本“京”和美国“米拉”超级计算机。实际上，
这5台超级计算机的排名自2013年6月以来就没有

变化。
此次榜单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入围数量虽然

相对其他国家依然优势明显，但已从今年7月的231
台降至此次的201台，是该榜单1993年发布以来美
国上榜数量的最低水平。与此相反，中国大陆超算
的上榜数量出现大幅增长，从半年前的37台增至现
在的109台，多于欧洲的上榜超算总数107台。

湖南日报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刘凌

11月13日晚，法国巴黎发
生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造成
重大人员伤亡。 第二天早上5
时， 一条互助信息开始散发：

“中国游客注意， 如果需要帮
助， 叶子家欢迎你们， 免费吃
住，送达机场。”在法国留学的
常德女孩叶真嘉， 第一时间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 帮助同
胞离开危险。

1989年出生的叶真嘉，从
常德鼎城一中高中毕业后远赴
法国留学， 在巴黎高等商学院
读完研究生后， 目前正在攻读
博士学位。因为稳重且勤奋，巴
黎市区一家家庭旅馆的老板邀
请她来打理生意。 这位颇具商
业嗅觉的女生，在2013年拿自
己赚到的“第一桶金”买了一辆
车， 专门用来接送中国赴法留
学生和游客。 随后她又邀集在
法国的同学和留学生， 一起创
办了婚纱摄影工作室和婚庆工

作室，组织有5辆车的车队招揽
旅游和婚庆业务。 叶真嘉会法
语、英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对
巴黎更是了如指掌， 一人身兼
司机、导游和翻译3职，深得大
家信赖。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
后，法国实行宵禁，交通戒严。

“11月14日，巴黎的公交、出租
车和地铁基本上停运。”从事旅
游行业的叶真嘉感觉到， 应该
有中国游客需要帮助。“被困的
同胞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内心
惊恐， 此时需要我们这些在巴
黎生活的人去帮助他们。”叶真
嘉在微信朋友圈中， 不断直播
着救助动态消息。

11月14日，叶真嘉的车队
全部在路上。 她还建立了一个

“救助国内同胞群”， 呼吁其他
在巴黎居住的中国人加入其
中。 她在微信中说：“如果有司
机朋友愿意加入救助被困巴黎
的同胞，可以加入这个群，叶子
车队所有车辆已排满， 忙不过
来了。 （下转2版①）

“团结起来面对一切”———

常德女孩
义助被困巴黎中国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