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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5日下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31届奥林匹克
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欢迎我
国体育健儿凯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中
国体育代表团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
员致以诚挚的慰问和热烈的祝贺， 向全国
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 我国体育健儿在里约奥
运会上的出色表现， 生动诠释了奥林匹克
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为祖国争了光，为民
族争了气，为奥运增了辉，为人生添了彩，
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全世界中华
儿女的民族自豪感，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
聚力、向心力、自信心，是中国精神的一个
重要体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张德江、
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内， 到处欢声笑
语， 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下午3时30分许，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代表团成员
中间，同大家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 习近平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讲话。他表示，在刚刚结束的里约奥
运会上，你们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出色完
成了各项参赛任务，取得了26枚金牌、18枚
银牌、26枚铜牌的优异成绩， 位居金牌、奖
牌榜前列， 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
丰收，续写了中国体育新辉煌。

习近平指出，里约奥运会期间，全国人
民时刻牵挂着你们，世界也关注着你们，为
你们取得的每一个成绩感到高兴。 你们敢
于挑战和超越自我，表现出了高昂的斗志、
顽强的作风、精湛的技能。你们同各国运动
员、国际组织开展了广泛交流，成为中国人
民的友好使者。 在赛场上，你们遵守规则、
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表现出了
良好体育道德和文明素养。 你们在赛场上
的英姿、在赛场外的风范，展现了当代中国
人特别是当代中国青年人的风采。 这些成
绩的取得，是党、国家、人民大力支持的结
果，是全国体育战线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
你们刻苦训练、辛勤付出的结果。

习近平强调， 我们讲道路自信、 理论

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我们不以胜
负论英雄， 同时英雄就要敢于争先、 敢于
争第一。 在奥运会这样高水平的竞争场
合， 争第一、 拿金牌奖牌很不容易， 拿到
金牌奖牌的， 值得尊敬和表扬。 同时， 只
要勇于战胜自我、 超越自我， 即使没有拿
到金牌奖牌， 同样值得尊敬和表扬。 所以
我要说， 这次拿了金牌奖牌的队伍和运动
员， 都是好样的。 这次没拿到金牌奖牌，

但在比赛中做了最好的自己的队伍和运动
员， 也都是好样的。 中国女排不畏强手、
英勇顽强， 打出了风格、 打出了水平， 时
隔12年再夺奥运金牌， 充分展现了女排精
神， 全国人民都很振奋。 我国体育健儿在
里约奥运会上的表现， 展示了强大正能
量， 展示了“人生能有几回搏” 的奋斗精
神。 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 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就需要这样

的精神。 要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我国体育健
儿在奥运会赛场上展现的拼搏精神， 使之
化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精
神力量。

习近平指出，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
进步的重要标志， 是综合国力和国家软实
力的重要体现。“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
体质”是我国体育工作的根本任务。

（下转2版①）

习近平会见第31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

中国队加油！ 中国加油！
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参加会见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唐婷）今天
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
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
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研究我省贯彻落实
意见。 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央的部署要
求， 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位， 以新的理念思路引领卫生与健康事
业发展，扎实推进健康湖南建设。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刘延东副总
理的重要讲话。

省领导郭开朗、许又声、陈向群、易炼
红、张文雄、傅奎、黄跃进、黄关春、黄兰香、
韩永文、李友志、王柯敏、张剑飞、戴道晋、
蔡振红、向力力、欧阳斌、葛洪元、袁新华参

加会议。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

与健康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站在战略
和全局高度， 深刻阐述了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工作方针、目标
任务和重大举措， 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要求， 为推动新时期卫生和健康事
业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
遵循。 李克强总理就全面深化医改、培育健
康产业等作出了系统部署， 明确了政策措
施和具体要求，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针对
性。 刘延东副总理就抓好会议精神贯彻落
实、推动相关重点工作等提出了明确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领会， 认真贯
彻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会议强调， 要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

深刻认识做好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战略全局性和现实紧迫性，牢牢抓住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为人民
健康服务这一根本点，牢固树立大卫生、大
健康的观念，推动卫生工作由“以治病为中
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以普及健
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
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推动健
康政策融入全局、健康服务贯穿全程、健康
福祉惠及全民，努力从全方位、全周期保障
人民健康。 要毫不动摇地把公益性写在医
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 切实保障人民健康
权益。

会议强调， 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四个坚持”要求，扎实推进健康湖南建
设。按照中央即将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规
划纲要》等系列规划要求，抓紧制定我省的

实施意见，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
推进各项任务。 要坚持预防为主，重视重大
疾病防控，重视少年儿童健康，重视妇幼、
老年人、残疾人、流动人口、低收入人群等
重点人群健康，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营造绿色健康的发展环境， 全面提高人民
健康水平。 要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我
省被纳入全国第二批7个综合医改试点省
份为契机，坚持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
动，着力抓好五大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
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 着力发挥广大
医务人员积极性，有效破解“看病难”“看病
贵”“过度医疗”“以药养医”、医患矛盾突出
等现实问题。 要扎实推进健康扶贫工程，加
大对贫困地区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支持力
度，着力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

（下转2版②）

徐守盛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学习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扎实推进健康湖南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8月27日至28日，2016中国企业500强
高峰论坛将在长沙举行。

一个有15年历史的权威论坛， 选择长
沙，看中的是长沙产业发展的活力。

近年来，长沙市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 中国轻工集团等
央企及格力电器、海信集团等中国500强企
业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 一个个战略项目
先后落户长沙。自2002年以来，共有64家中
国500强企业纷至沓来， 投资总额过万亿

元。
资本蜂拥而至，长沙究竟凭什么？

区位前景：一跃成为黄金枢纽
湖南，北枕长江，南邻粤港澳，连接长

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板块。

京广高铁、 沪昆高铁与规划的渝长厦
高铁交会长沙， 使其一跃成为我国中部最
重要的高铁黄金枢纽城市。

区位优势，往往使资本、技术和其他经
济要素产生积聚。

近年来，“大资本”也“嗅”到了这种机
遇，奔流而至。

作为中国500强之一的华南物资集团，
在我省共有湖南博长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等
16家成员单位，其中在长沙投资涉及钢铁贸
易、地产、物流等多个领域。 （下转4版）

湖南7家民营企业
入围中国民企500强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湛
建阶）由全国工商联主办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
发布会今天在京召开，记者从省工商联获悉，我省共
有7家企业入围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其中，三一
集团以750.05亿元的营收总额蝉联湖南省民营企业
首位，位列“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第30位。

除三一集团外， 我省今年还有6家民企上榜500
强，分别为：新华联集团有限公司、蓝思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大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步步高集团、湖南博长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湖南金龙国际集团。 发布报告显
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首次突破百亿大关，
标志着民营经济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

与去年相比， 我省多数500强企业的排名有所上
升，蓝思科技、大汉控股、步步高集团排名都上升了20
位，湖南金龙国际集团上升了70位。“在当前的经济环
境下，公司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的排名不降反升，
主要是因为集团公司在战略定位上相当准确。 ”步步
高集团总裁陈志强表示，2016年，步步高以“O+O”战
略连接线上线下，大会员、大便利、大物流、大电商和
大支付“五大战略平台”贯通全渠道，逐步构建国外原
产地直采基地布局全球，以“互联网＋”发展策略取得
长足进步。

当天还发布了2016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和2016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榜单。 我省有3家
企业入围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 10家企业入
围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三伏天正式谢幕
进入“秋燥”，宜多喝水，常食白萝

卜、木耳、百合、梨、芝麻等清热、生津、
养阴食物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孙
姣） 26日“出伏”， 三伏天正式谢幕。 出伏后， 暑气
逐渐散去， 凉意渐渐生起。 25日夜间开始， 随着一
股冷空气大举南下， 全省有一次降温降水天气过程，
省内高温瓦解。

今天是三伏的最后一天， 今年的伏天一共40天，
是一个“加长版” 的三伏天。 今天白天， 省内高温
维持， 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达到39摄氏度。 不过， 随
着久违的冷空气的到来， 本轮高温宣告终结； 同时
也结束了一年中最为炎热的三伏天。

出伏后， 虽然天气开始渐凉， 但仍可能出现短
暂的高温过程， 大家仍需注意防暑降温。 出伏后也
是“秋燥” 的开始， 对付“秋燥” 要多喝水， 常食
清热、 生津、 养阴的食物如白萝卜、 木耳、 百合、
梨、 芝麻等， 同时规律作息， 保持充足的睡眠。

在家门口尝遍国内外美食

中国食餐会
下月长沙举行

展览面积4万平方米， 展位约2000
个，参展企业800余家，为国内食品餐饮
行业规模最大展会之一

预计参会嘉宾、参展客商及普通消
费者将超过4万人，专业采购商将达1万
人，其中境外采购商达6%
� � � �
� � �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2016中国
食品餐饮博览会(简称食餐会)将于9月9日至12日在长
沙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湖南人将可在家门口尝
遍国内外美食。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2016食餐会组委会副主任、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发
布食餐会相关信息。

食餐会是商务部主办的内贸领域申办制展会，
由连续举办了10届的中国食品博览会和连续举办了3
届的中国餐饮业博览会合并而成。 商务部于2015年
底启动了食餐会申办工作， 经过多轮遴选、 专家投
票， 湖南从10个申办省份中脱颖而出， 成功取得了
2016-2019食餐会联合主办权。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40000平方米， 设置国际标
准展位约2000个， 参展企业800余家， 是国内食品
餐饮行业规模最大的展会之一。 预计参会嘉宾、 参
展客商及普通消费者将超过4万人， 专业采购商将达
1万人， 其中境外采购商达6%。

本届展会吸引了21个省(市、 自治区)积极参与，
各地的名优特食品和餐饮将集中亮相。 韩国、 马来
西亚、 菲律宾、 柬埔寨、 捷克、 澳大利亚、 西班牙、
墨西哥以及台湾、 香港、 澳门等“一带一路” 沿线
国家和地区的企业积极加盟。 省内14个市州、 十大
农产品特色县等均组团参展， 省内食品龙头企业、
知名餐饮机构、 相关行业商会协会等也将参会。

本届食餐会有别于传统展销会， 将更加注重采
购商与生产企业的对接， 举办“中国餐饮供应链合
作交流会”、 “2016港湘葡萄酒业交流对接会” 等5
场采购对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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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方案”备受期待G20杭州峰会：

长株潭城际铁路年底开通运营

首艘国产航母建造进展顺利

8月25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第31届奥林匹克
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 新华社发

长沙凭什么64家中国500强企业纷至沓来，
涉及投资总额过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