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于
振宇）10月9日至10日， 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在常德调研非公
经济领域统战工作、 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 并主持召开了学习贯彻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
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
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座谈会。

座谈会上，黄兰香强调，《意见》
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对企业家队伍的高度重视和殷切
期望， 为做好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
作指明了方向， 全省统战系统要充
分认识《意见》出台的重大意义，准
确把握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要
抓好学习宣传，广泛宣传解读，推介
树立优秀典型， 引领更多企业家发

扬企业家精神建设优秀企业。要协调
各方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认真对照
《意见》提出的政策举措，研究拿出务
实管用的办法， 帮助企业解决问题，
推动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要加强
党的领导，特别是加强对年轻一代民
营企业家的思想政治引导，充分发挥
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和
党员的先锋示范作用，建强企业家队
伍，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家主动对接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实施，积极投
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坚，在
振兴发展实体经济、推进共同富裕等
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黄兰香一行还考察了中锂新材、
策动、华彩伟业等企业，以及常德市留
学生联谊会之家、 近心帮心理健康协
会、常德市沉香协会等。

弘扬企业家精神 建强企业家队伍
黄兰香在常德调研统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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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 “政协主席走进红
网”活动目前已经开展了8场，是省
政协首次组织市州政协负责人，通
过网络视频的形式， 向社会各界展
示自身履职实践。 各级政协主席们
通过访谈及与网友们的互动交流，
为助推新发展， 建设新湖南营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
座谈会上， 参会人员听取了相

关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了深入交流。
李微微对红网多年来对政协工

作的关注和支持表示感谢。她说，要
与媒体建立合作机制， 增强媒体与
政协云的联动； 共同引导网民有序

发声、 参与协商民主， 推出热点话
题，推进协商直播；引导社会关注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扩
大政协社会影响、强化政治影响，更
好地发挥政协的各项优势， 进一步
推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的决策部署在湖南落实。 加强对政

协重大履职活动的宣传力度。 增强
政协民主监督和媒体监督的互动和
融合，提高监督实效；加强省市县三
级政协组织与媒体的联动， 更好地
汇聚各方面的智慧力量。

李微微一行还调研了红网中央厨
房云平台、互动评论中心等工作部门。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胜蓝 ）“182元！
182元！没有再高价，成交！”今天在
汨罗市乡村举办的全国首次稻谷田
间竞拍活动现场， 优质稻“泰优
390”按每50公斤135元起拍，经过
激烈竞价，最终定槌在182元。

竞拍之前，种田农民介绍了“泰
优390”的种植过程：水库洁净水灌
溉，全程绿色种植。参与竞拍的米业
公司现场考察了产地环境， 观看了
样米，品尝了饭味。

“每50公斤稻谷能卖182元，真

是高兴。”大荆镇东文村种粮农民黄
志伟笑容满面告诉记者， 眼下普通
稻谷的市场价走低， 大家担心种的
优质稻卖不到好价钱， 想不到一场
稻谷田间竞拍为他们解了忧愁。

“好种好谷好加工，理应给个好
价钱。”盈田米业公司总经理刘忠强
称，他19次举牌，最后以每50公斤
182元的价格，抢购到了东文村685
亩“泰优390”的优质稻谷，精细加
工出好米， 欲与泰国香米一比高下
争市场。

拍卖会上， 汨罗市罗江镇金塘

村的2650亩“桃优香占”最终拍出
每50公斤155元的理想价格； 长乐
镇长乐村的565亩“兆优5455”也以
每50公斤156元的价格竞拍成功。

在活动现场， 省农委主任刘宗
林接受记者采访时称， 今年湖南高
档优质稻发展到1000万亩以上，省
农委采取田间竞拍的方
式，释放“优质稻谷不愁
卖”“优质优价”等信号，
引导农民种优质稻每亩
增收200元以上。

“竞拍搭台到田间，

供销无缝对接。”省优质稻育种权威
专家赵正洪说，湖南优质稻曾经“几
起几落”，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真正落
实“优质优价”。田间竞拍这种方式，
让优质稻直接进市场， 实现好种出
好谷、好谷产好米、好米卖好价的良
性循环，有利于优质稻加速推广。

沈德良

国庆节期间， 笔者所在的小区附
近新开张了一家规模不小的超市。消
息传来，附近居民跃跃欲试。

在这以前，附近居民就近购物，大
抵只能去便利店，品种不多，可供挑选
的机会少。因此，这家超市被大家寄予
了很高期望。

开张这天，特地去逛了一圈。但它
给人的兴奋转瞬即逝———卖场面积虽
不小，货架上摆放的商品满满当当，但
绝大多数是“大路货”，与其他小超市、
便利店相比， 趋同性有余而新奇性显
然不足。一圈下来，几无购物的冲动。
无奈，只得空手而归。

惆怅之余，脑海里联想到“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这一话题。这家新开张超
市给人的窘境， 实际上是国内线下零
售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近些年来， 实体零售店普遍感叹，
实体店难做。去年底，省内一家曾雄霸
业内多年的大型连锁超市宣布破产。但
“难做”的背后，究竟是何种因素所致？

与实体店的冷落、寂寥形成鲜明对
比的是，这些年电商的迅猛发展。这里

面除省去逛的劳累外， 关键的是能让
“剁手党”在同类商品中尽情比较，淘到
令人心仪的“宝物”。反观大超市、大卖
场，摆放的都是一些“老面孔”。别说买，
就连多看一眼的兴趣都没有了。

显然，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 并不只是居于庙堂之
高的学术名词， 而是与我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是商品生
产端必须遵循的不二法门。在供给侧领
域，这一原则同样是实现有效供给的利
器。那些年复一年没有任何改变的“老
面孔”“大路货”，哪里都有买，小超市、便
利店一样能提供，如果没有价格上的优
势，没有更好的质量保证，大超市拿什
么与“群狼式”的便利店抗衡？

常言道， 众口难调。 但就是在这
“难调”的背后，却蕴含着巨大的发展
空间。适应分众化、小众化消费，将是
传统零售业必须直面的关口。

消费向来被视为牵动经济发展的
三驾马车之一。如今，从电子商务衍生
出来的“新零售”模式，正以其新奇之
势席卷而来。 传统零售业不妨从中借
鉴，创新求变，找准突围之路。

优质优价，农民乐开花

全国首次稻谷田间竞拍汨罗落槌
每50公斤“泰优390”稻谷以135元起拍，最高拍出182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在我们身边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王曦）今天上午，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黄关春一行到长沙督导党
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 并与市委
政法委及市直政法单位负责人和县
市区党委政法委书记进行座谈。

黄关春先后到开福区信访接
待中心和长沙市汽车西站，详细了
解党的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落实
情况，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工作意
见。在汽车西站，黄关春实地察看
了售票大厅、候车室、客运车辆动

态监控中心，登上即将发车的大客
车， 了解车辆运营及安全工作情
况，并对汽车西站实行购票实名制
等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他表示，长
沙市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安保维
稳工作，部署及时，措施扎实，保障
有力，效果明显。

黄关春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稳定也
是硬道理，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
硬”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
府的工作部署， 切实增强抓好党的
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使

命感。要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
管、谁负责”的原则，坚持源头治理，
加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切实把解
决问题的关口前移到基层，防止矛
盾上交，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早化
解。要加强社会面管控，针对安全
稳定风险易发多发的重点场所、重
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员，采取
针对性防控措施，确保社会大局稳
定。 要认真落实联勤值守机制，加
强情报预警，完善处置预案，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黄关春在长沙督导安保维稳时要求

强化举措
切实抓好十九大安保维稳工作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周小雷 易禹琳）今天下午，迎接党
的十九大重点影片《十八洞村》湖南
首映式在湖南省人民会堂举行。省
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省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 副省长
向力力， 省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
首映式。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

洞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战
略思想。几年来，“精准扶贫”在我国
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的伟大事
业中结出了丰硕成果。

影片以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战略
为大背景， 取材于湘西十八洞村的真
实故事。 通过杨英俊以及杨家的几位
堂兄弟在脱贫过程中发生的观念以及
生活方式上的改变， 用诗意的电影语
言描述当下乡村居民的内心世界，折
射出时代的变迁， 引发人们对于如何

脱贫和怎样才是真正脱贫的思考。
在充满诗意的画面里， 影片融

精彩于方寸、展内涵于毫末，用如画
般的田园山水讲述了湘西人民对土
地的热爱与依恋， 展现了他们特有
的淳厚与善良、大爱与大美。

该片由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
司、峨眉电影集团有限公司、华夏电
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出品， 苗月执
导，王学圻、陈瑾等主演，将于10月
13日在全国上映。

迎接十九大重点影片 精准扶贫的艺术表达

《十八洞村》湖南首映
蔡振红陈君文向力力欧阳斌出席首映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