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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
习近平12月21日下午主持召开中
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研
究“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65项
重大工程项目进展和解决好人民群
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等工作。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准确把
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涵，对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在保持经济增长
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想群众之所想、
急群众之所急、 解群众之所困，在
学有所教、 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
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总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
李克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
书记处书记、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成员刘云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成员张高丽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
于“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165项
重大工程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分
别听取了国家能源局关于推进北
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浙江省关于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农业部关
于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和资源化、
民政部关于提高养老院服务质量、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规范住房租
赁市场和抑制房地产泡沫、国家食
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加强食品安
全监管等的汇报。 领导小组成员进
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保持
经济增长速度、推动经济发展，根
本还是要不断解决好人民群众普
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从解决好人
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出发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符合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有
利于创造新的增长点、 提高长期
增长潜力， 而新的增长点就蕴含
在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
出问题当中。

习近平强调， 推进北方地区冬
季清洁取暖等6个问题， 都是大事，
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 是重大的
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推进北方地区
冬季清洁取暖， 关系北方地区广大
群众温暖过冬， 关系雾霾天能不能
减少，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
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 要按照

企业为主、政府推动、居民可承受的
方针，宜气则气，宜电则电，尽可能
利用清洁能源， 加快提高清洁供暖
比重。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关系
13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 关系垃圾
能不能减量化、 资源化、 无害化处
理。 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 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
系统， 形成以法治为基础、 政府推
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
的垃圾分类制度， 努力提高垃圾分
类制度覆盖范围。

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和资源化，关系6亿多农村居民生产
生活环境，关系农村能源革命，关系
能不能不断改善土壤地力、 治理好
农业面源污染， 是一件利国利民利
长远的大好事。 （下转3版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强调

从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入手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湖南日报 12月 21日讯 （记者
贺佳）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
贯彻王岐山同志近期在有关座谈会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全省
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综治工作。

省领导许达哲、乌兰、陈向群、
易炼红、傅奎、黄关春、王少峰、蔡振红、
胡衡华、盛荣华、许又声、戴道晋、
向力力、袁新华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 王岐山同志近期在
有关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出了明确
要求，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和
指导性，要结合湖南实际，对照当前
工作，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全面、系

统、准确地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由浅入深、融会贯
通，真正掌握方法策略，领会精神实
质，增强思想认同，决不能停留在应
景式的表态上，而要真正把习近平
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贯彻到各项实际工作中去，在坚
持和深化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一
个时期以来，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
问题，归其根本在于党内政治生活不
严肃、不正常。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
治党的主体责任，进一步严明党的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带头贯彻执行
《准则》《条例》，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
治生活，强化党内监督，严肃换届纪
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努力营造山清水秀的良好政治生
态。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
开经济的政治。 要在经济建设中进
一步加强党的建设， 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会议听取了全省安全生产、计
划生育、 综治工作及年度考评情况
的汇报。会议指出，在经济社会发展
过程中，安全生产是必须坚守的“红
线”和“底线”，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切实增强忧患意
识、责任意识、安全意识，认真落实安
全生产责任制，谋划推进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 突出抓好道路交通、消
防、煤矿、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化
品等重点行业、 重点领域的安全生

产， 不断强化隐患排查和安全监管，
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全面
放开两孩政策并不意味着计划生育
工作可以放松。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不断优化计划生育管理和
服务，加强妇幼健康服务管理，统筹
整合计生卫生资源，重心下移夯实基
层基础， 不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促进全省人口均衡发展。要深入
推进平安湖南建设，进一步落实综治
责任，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不断
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
化、专业化水平，有效预防和及时化
解各类矛盾， 确保全省人民安居乐
业、社会安定有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王岐山同志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全省安全生产计划生育综治工作

湖南日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实习生 张维正）昨日，我省
在株洲发布支持航空制造业加速发
展的16条重大政策措施， 这是湖南
加快制造强省建设推出的又一举
措。今年以来，湖南制造业高含金量
政策频频推出， 既对接《中国制造
2025》，又立足湖南产业基础，集聚
各类资源要素发力制造业， 尤其是
智能制造业， 着力打造以中国智能
制造示范引领区为目标的现代制造
业基地，加快推进“湖南制造”向“湖
南智造”跨越。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高度
重视制造业发展，大力推进制造强省
建设。2015年全省制造业增加值接
近1万亿元， 占规模工业比重达到
90.7%。装备制造业成为湖南首个主
营业务收入过1万亿元的产业， 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已成为“中
国制造”的亮丽名片。目前全省已有
11个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重大专

项，3家企业列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 全省建设形成一批智能化工
厂、智能化车间、智能化生产线以及
智能化运营新模式。

立足现有优势，湖南坚持以智能
制造为统领，整体推动全省制造业转
型升级。

对接《中国制造2025》 出台的
“建设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将智
能制造列为主攻方向 ， 确定了
“1274”行动方案。即加快发展先进
轨道交通装备等12大产业，大力实施
智能制造工程等7大专项行动， 在产
业集群、产业基地、领军企业、品牌产
品等方面打造4大标志性工程。 在此
基础上， 湖南紧跟国家发展战略，瞄
准产业前沿，推出新兴优势产业链行
动计划，举全省之力推进精心筛选的
20个新兴优势产业， 旨在培育一批
具有湖南特色的智能制造装备和产
品，打造更多走向世界的“湖南制造”
亮丽名片。

湖南擦亮“中国制造”名片
●装备制造业成为我省首个主营业务收入

过万亿元的产业
●11个项目入选国家智能制造重大专项，

3家企业列入国家智能制造试点示范

湖南日报12月 21日讯 （记者
陈昂）今天，十一届省政协第二十次
常委会议在长沙闭幕，会议确定明年
1月13日至17日召开政协湖南省第
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在出席会议时强调，全省各级
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切实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真正在思想
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各
级政协党组要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以党的建设新成效不断
推动政协工作新发展，全力服务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

省政协副主席刘晓、 杨维刚、

张大方、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
副主席兼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湖南省政协2017
年度协商与监督工作计划(草案)，政
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
会工作报告(草案)，政协湖南省第十
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十一届
四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草案)，关于召开政协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决定(草案)，
政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议程(草案)，政协湖南省第十一
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日程(草案)，政
协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草案)和新
闻发言人名单（草案）。 （下转3版③）

省政协第二十次常委会议闭幕
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将于明年1月13日

至17日召开

12月21日晚，
长沙市芙蓉大道望
城区段， 机动车辆
有序通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被称为“三湘第一路”的芙
蓉大道今天起可全线畅行了！芙蓉
北大道工程建设指挥部今日发布，
芙蓉大道项目最后一段望城段（芙
蓉北大道）今天全部竣工。车主可
最南从湘潭，沿芙蓉大道一路开车
经长沙，畅行至湘阴。长株潭“1小

时交通圈”融城生活更加便利。
此前，芙蓉北大道已部分开放

交通，但仍有标志标线、交通信号
灯等附属工程尚未完工。 今天，芙
蓉北大道全部竣工，夜间从长沙城
区沿芙蓉北路一路向北行车，两旁
的路灯已经开启， 双向6车道的标
志标线醒目。

芙蓉大道北至岳阳湘阴，南通
长沙主城区，延伸至湘潭，全长约
120公里，是湖南最长城际主干道，
被称为“三湘第一路”。

此前， 芙蓉北大道由于运砂
车、垃圾运输车等货运车激增，路
面破损严重。 加之望城至岳阳的
高速公路尚未建成， 京港澳高速

车流增多，导致长沙城区去湘阴、
岳阳的车辆在芙蓉北大道形成了
“堵点”。

芙蓉北大道拓改工程于2015
年3月开工。 该项目起于长沙市芙
蓉大道开福区界， 途经望城区丁
字、桥驿、茶亭三镇，与芙蓉大道湘
阴段顺接，主线全长约17.96公里。

“三湘第一路”全线贯通
芙蓉北大道竣工，从湘潭沿芙蓉大道一路往北，可畅行至湘阴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柳
德新 通讯员 郭娟)省财政厅日前下
发《关于深度整合规范省级专项资金
的通知》， 决定深度整合规范省级专
项资金。

深度整合规范专项资金，是在专
项资金合并同类项、规范审批流程权
限、实行全过程公开基础上的升级改

造，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
的重要步骤。省财政厅强调，专项资
金是用于落实中央和省战略规划、重
大决策部署和政策目标的资金，不得
用于人员经费、行政运行经费、工作
经费等一般性开支，一般性开支所需
资金应按现行有关政策规定直接编
入部门预算予以保障； （下转3版④）

省财政厅深度整合规范省级专项资金

以事定钱 统筹使用

湖南日报评论员

家风是什么？家风是家庭生活传
承中逐渐形成和积淀起来的日常生
活方式、文明风范和道德品格。

家风看似无形，但它是传家宝，
寄托在祖先牌位前的一炷香火里 ，
凝炼在祖庙墙上的一句箴言中 ，流
淌于千万里家书往来间…… “家风
好 ，就能家道兴盛 、和顺美满 ；家风
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无论
古代的 《诸葛亮诫子格言》《颜氏家
训 》《朱子家训 》，还是近代的 《曾国
藩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
其治家格言所承载的家风家教至今
令后人景仰。

好家风是耕读为本、 忠孝传家的
家国情怀。每个人成功之路不尽相同，
但通往成功的起点， 几乎都与良好家
风密不可分。 在张家界市永定区石堰

坪村，每个家庭都要求后世子孙“立志
于青云之上，勤心于黄卷之中”。在好
家风涵养下，不少学子走出了石堰坪，
找到了更宽广的人生舞台。

好家风是淡泊名利、廉洁清白的
崇高风范。毛泽东同志明确了处理与
亲戚关系的“三原则”：恋亲不为亲徇
私、念旧不为旧谋利、济亲不为亲撑
腰。有形的“铁家规”涵养无形的“好
家风”，这样的家，才会有最可靠的平
安、幸福。

好家风是尚俭拒奢、谨守本真的
治家哲学。曾国藩位极人臣，他在致
长子曾纪泽信中曾说：“余服官三十
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
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大
丰则我不敢也。”尚勤俭劳苦、戒骄奢
倦怠，曾国藩家书在湖湘家风里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下转3版②）

家风无限好 传承正当时

导
读

湘南有趟“农民免费进城专列”

创新“盆景” 育出“风景”

韩国新总统会是谁

■培育新动力 拓展新空间

今日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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