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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今天，省统计局对外公布了今年1至
10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运行情况。1至
10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增幅稳步上
扬，营业收入达1960.05亿元亿元，同比
增长17.7%。

1至10月，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共有
企业4033家， 其中盈利企业2740家，盈
利水平最强的企业集中在电信广播电
视、卫星传输服务等产业。

值得一提的是，在“互联网+”的带动
下， 我省信息技术飞速发展。1至10月互
联网及相关服务、 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

营业收入分别增长59.1%和56.3%； 专业
技术服务业、 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等
技术研发行业表现不俗， 营业收入增速
分别为17.9%、32.6%；教育、文化艺术业、
体育以及机动车、 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
修理业等行业发展势头良好， 增幅均在
30%。

尽管增幅稳步上扬，但全省规模以上
服务业仍存在户均规模偏低、区域发展不
平衡、基础产业疲弱、市场化程度较低等
特点。专家建议，大力发展服务业还应拓
宽融资渠道、打造区域服务业发展新的增
长点、扩大对外开放等。

蒋吕文

空仓最难，满仓最险。
空仓与满仓，都需要大智慧。
道可道，非常道。
上周五我马不停蹄找了好几位领

导，总算将年休假的事情定了下来。
忙忙碌碌又一年， 是该好好休息谋

划明年了。
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该吃吃，该喝喝。
股市何尝不是这样， 春播夏种秋收

冬藏，讲究的是时节变换，顺天应人。
12月12日股市大跌， 某微信公众号

的标题很唬人： 双12的奇迹———断崖狂
泻秒杀马云双11，A股登顶双12折扣冠
军。

有朋友来电话戏言： 以后休假一定
要提前告诉我呀。

其实我告诉您也不一定听， 颇有戏
剧性的是，去年也是这时候，我曾在谈经
论市专栏特意提示过空仓， 事后民调显
示支持率很低，呵呵。

空仓的原因都是一个：美联储加息。
重要的事情真的要说三遍吗？

股市暴跌，并非“空穴来风”：
一说年底资金面紧张；
二说新股发行加速；
三说近万亿市值即将解禁；
四说险资入市步伐趋缓；
五说社保入市要砸“黄金坑”；
六说通胀预期上升；
七说人民币面临加息压力；
八说“国家队”高位套现；
九说香港“仙股”倒逼创业板崩盘；
十说意大利公投“黑天鹅”。

我认为，都是，又都不是。
特别提醒的是：这次是股债汇三杀。

股市、债市、汇率同时下跌，背后真正的
原因可能过一段时间才会知晓。

一向温文尔雅的证监会主席冲天一
怒为“保险”，现在想想，谁说不是为了保
险呢，涨得高才能跌得猛呀 ，股灾3.0难
道忘了吗？

但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大家似乎
都忽略了：

12月11日，是中国加入WTO十五年
保护性过渡期正式结束的日子。

这意味着， 中国从此自然获得完全
市场经济地位。

这意味着， 此伏彼起的针对中国的
反倾销调查从此不再需要借助 “第三
国”。

但是，继欧洲、日本宣布不承认中国
市场经济地位之后，美国政府又出来“搅
局”， 正式宣布不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
位，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这事影响之深远还真值得琢磨琢
磨，不多说。

还是那句老话： 散户没资格当 “多
头”，也没资格做“空头”，那都是大资本
大机构大主力的专利， 散户只能老老实
实做“滑头”。

散户的优势永远是：“打得赢就打，
打不赢就跑”。

急什么？散户那点小钱，不就是一分
钟建仓，一分钟空仓的事吗？

我休假了，股市似乎也应该休息下，
权当开个玩笑。

（本文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
需谨慎！）

股市开启年休假模式
谈经论市

1至10月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
增幅稳步上扬
营业收入达1960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 李书庚） 湖南水产保护
区又添“国字号”。今天，省渔政部门接到
农业部通知， 第十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总共31个， 其中湖南占4个，是
数量最多的省份。

湖南新增的4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
源保护区分别是：汨罗江河口段间下鱵鲶
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湘江潇水双
牌段光倒刺鲃拟尖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
资源保护区、汨罗江平江段斑鳜黄颡鱼国
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北江武水河临
武段黄颡鱼黄尾鲴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处长汪旭光
称，这些保护区上升为“国字号”，保护力

度进一步加大，对维护当地水生生物多样
性和水域生态系统完整性意义重大。

省水产专家介绍，4个国家级水产种
质资源保护区重点保护8种鱼类，其中汨
罗江河口段的间下鱵，具有益阴、利尿、
通乳、消渴、治水肿等药用功效；光倒刺
鲃、 拟尖头鲌是湘江鱼类基因库的重要
组成部分；汨罗江平江段斑鳜种质优良，
生长较快； 武水河临武段黄颡鱼、 黄尾
鲴，兼具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特点，均具
有很高的生态价值和物种价值。

据了解，截至目前，湖南境内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总数达36个， 保护
近100种名优鱼类及其生境，堪称水生生
态的“明珠”。

水产保护区再添“国字号”
省内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达36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宣传思想工作要抓
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宣传
思想工作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是最需要创新的
领域。今年以来，长沙市宣传系统坚持贯彻落
实省委和市委抓主动权、打主动仗、扬主旋律，
传递正能量、释放正效应、形成正导向的总体
要求，扎实推进思想理念、方法手段、内容形
式、体制机制创新，点亮理想信念的“明灯”，把
绝对忠诚铸入灵魂，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焕
发出勃勃生机。

创新理念，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必须更新思想观念、破解
思维定势，保持思想敏锐度和开放度，以思想
认识新飞跃打开宣传工作新局面。 一是树立
“大宣传”的理念。众人拾柴火焰高。长沙始终
从意识形态、理论教育、舆论引导等多层面多
途径入手，树立“大宣传”工作理念，构建“大兵
团”作战局面。通过工作中“合心”、“合力”、“合
拍”，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人人参与”宣传
思想工作的浓厚氛围，构建上下互通、横向联
合、齐抓共管的有效格局。二是树立“民本化”
的理念。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统一的。宣传
思想工作部门及全体党员干部，既要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旗
帜鲜明地坚持党性原则， 也要始终坚持人民
性，做到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民本
化”的工作导向，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
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标准，融入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全领域、全过程，做到“群众欢迎的做
加法、群众不欢迎的做减法”。三是树立“项目
化”的理念。长沙探索将“项目化”引入各项工
作，2016年将所有任务分为30余个大项、100多
个小项，定人员职责，定任务标准，定时间节
点，一个项目、一套方案、一抓到底。

创新手段，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活”。
身处新媒体时代，不断丰富手段方法，宣传思
想工作才能增强生命力和感染力。一是分众化
加强理论教育。坚定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安身
立命的根本。长沙以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为
重要抓手，拓展延伸“微理论·微宣讲”品牌，针
对机关干部、农民群众、社区居民、社会大众等
不同群体，推出“长沙大讲堂”、“田间课堂”、“社
区论坛”、“星辰讲坛”等不同宣讲载体，做到“量
身定做”、“量体裁衣”。二是多途径引导舆情舆
论。着力增强“战斗思维”，将管控与引导有效
结合，做到“第一时间”处置舆情，提升党的舆
论引导力。创新推出“掌上长沙”“智慧长沙”“长
沙发布”等新媒体平台，试水将“掌上长沙”纳
入党报党刊发行，目前下载量近100万次、活跃
用户近60万， 有效占领了新的舆论宣传阵地。
三是文化+促进产业融合。“文化＋” 是文化更
加自觉、 主动地向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渗透。长
沙围绕推动“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更名
成立长沙市文化创意产业协会，推动文化创意
与相关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十二五” 期间，全
市文创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6.3%� ；2015年总
产出占GDP比重达9.1%，在中西部省会城市名
列第一。

创新内容，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深”。
宣传思想工作是做人的工作， 坚持深入群众、
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才能增强工作的针对性、
实效性、主动性。一是让宣传报道更有“生气”。
突出“内容为王”，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
导向、新闻志向、工作取向，推出更多有思想、
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更多“沾泥土”“带
露珠”“冒热气”的报道文章。二是让文化活动
更接“地气”。突出将群众文化需求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抓好《关于加强全市基层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实施办法》和《长沙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提质提效三年行动计划》 的贯彻落实，
全市四级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全面建立。致力推
动文化国际化，今后五年长沙将坚定不移地建
设“国际文化名城”，擦亮“东亚文化之都”文化
名片，推动“媒体艺术之都”建设取得新突破；
以“快乐长沙”为形象定位开展全球营销，展示
长沙文化魅力。三是让文明创建更具“人气”。
深化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家
庭、文明校园“五大创建”，抓好宣传学习道德
模范、诚信建设制度化、学雷锋志愿服务制度
化等重点工作。大力实施“三年造绿大行动”、
“社区三年提质提档行动”、“美丽乡村建设行
动”，把工作向基层社区、群众身边延伸。

创新机制，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做“实”。
一是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注重把落实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硬要求硬任务，出
台《长沙市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考核细则》、《长沙市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岗位操作流程》等制度，推动全市
各级党委切实履行职责，将意识形态工作抓
在手上、落到实处。二是当好文化体制改革
“排头兵”。抢占了文化体制改革先机，就掌
握了文化改革发展主动。长沙在文化体制机
制改革方面一直勇担全省先锋和示范，加快
形成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体
系和文化市场体系。一方面，以国家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试点为契机，推动基本公共文
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另一方面，激发市场
主体活力，推进中广天择传媒上市、星辰在
线股份制改造和音乐厅、歌舞剧院等企业化
运作，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实现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繁荣。三是舞好绩效考核
考评“指挥棒”。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
讯员 潘芳 蒋秦栋）在永州阳明山海拔1000
米左右的原始森林中， 近日发现大面积连片
野生猴头杜鹃林，面积近1000亩，树龄大都
在500年以上，部分树龄已有上千年。

12月13日，冒着严寒，记者跟随双牌县林
业部门工作人员走进了这片野生猴头杜鹃
林。茂密的猴头杜鹃树依旧枝繁叶茂，树林里
几乎没有杂草和其他树种。树高多在3至5米，
树径如碗口，枝条如蟠龙。

猴头杜鹃又名多色杜鹃、彩色杜鹃，在阳
明山有广泛分布。相比普通杜鹃，猴头杜鹃树
干粗大， 花大色艳， 随天气和时间可变化为
红、紫、白多种颜色，是最具观赏性的杜鹃花
品种。

双牌县林业人员最近通过GPS定位，发
现这片猴头杜鹃群落。 该群落距阳明山万和
湖约1公里，正好位于阳明山重要景点祖爷岩
悬崖上方。 祖爷岩相传是阳明山万寿寺七祖
秀峰禅师辟谷修行地，是朝佛古道重要节点，
地势险峻，景色秀丽，附近还有一处约30米高
的壮观瀑布。 在这里发现大面积猴头杜鹃群
落，具有非常高的旅游开发和利用价值。 野生猴头杜鹃群落。 蒋秦栋 摄

树径如碗口 枝条似蟠龙
永州阳明山发现千年猴头杜鹃群落

创新基层宣传工作大家谈

在创新中提升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水平

中共长沙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副市长 黎春秋

■开栏的话
中宣部组织开展“基层工作加强年”活动一年多来，我省宣传文化系统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不断开创宣传思想工作新

局面。为深入开展“基层工作加强年”活动， 推动我省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真正强起来，更好助力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
设，从今天开始，省委宣传部和本报联合推出“创新基层宣传工作大家谈”，专题推送全省14个市州党委宣传部部长的工作
思考，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