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通讯员
黄健 记者 胡宇芬）“党的十九大即将
召开，我心里有很多话要对党说，这份
党费表达了我对党的热爱和对党的
十九大召开的喜悦。”这是省科技信息
研究所离休老党员郭仁凡交纳万元特
殊党费时朴素的话语。今天，省科技厅
党组书记童旭东号召全厅党员向郭仁
凡同志学习，争做优秀共产党员。

10月13日，白发苍苍、步履蹒跚

的郭仁凡老人在儿子的搀扶下来到
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完成了一个心
愿———向党组织交纳1万元“特殊党
费”，献礼党的十九大。他说，在党的
教育培养下工作、成长，亲眼见证了
国家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内心无
比激动， 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表达出
来， 但身体状况让他难以握笔写字，
就想到用交党费的方式来表达自己
对党的这份情感，作为普通党员能交

纳党费是他的光荣。郭仁凡同志的高
风亮节，深深感染了现场所有人。

据省科技信息研究所党委介绍，
郭仁凡同志今年90岁，新中国成立前
参加革命工作，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至今已有67年党龄。在省科技信息
研究所工作期间， 郭仁凡同志经常进
行调研， 致力于信息研究所的对外交
流与合作， 扩大湖南科技信息工作影
响，积极推动湖南科技信息事业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黄
巍 通讯员 彭丽丽 ）“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我的今天。”10月16日上午，
溆浦县统溪河镇统溪河村老人向光
明来到县委组织部，交纳1万元特殊
党费，表达自己对党的感恩之情。

向光明今年82岁，1960年入党，
是一名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退休

后， 本可在县城安享晚年的向光明，
坚持回到老家统溪河镇统溪河村，自
己租地种田、养鸡喂猪。生活上，他省
吃俭用、精打细算，可对公益事业特
别大方。2006年， 他得知村里孤寡老
人舒清生没看上电视，便买了一台电
视机送给他。2010年，村里1组的便桥
被洪水冲毁，向光明捐出多年攒下的

10万元钱，修建了一座水泥桥。
这次交纳1万元特殊党费后，向光

明说， 他过去是一个给别人放牛看马
的穷孩子，如果没有共产党，他根本没
有机会上学读书，也不可能参加工作。
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为了报答党的
恩情，他决心继续努力为人民服务，为
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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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 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 ）“实行‘单一窗口’改革以
后，办理报关手续，再也不需要带
着材料在口岸大厅到处找窗口
了。” 湖南西联捷运国际货运代理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可告诉记者，
通过“单一窗口”进行“一次申报”，
企业可一站式办结所有通关手续，
节省大量人力和时间成本。今天上
午，省商务厅在长沙举行了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标准版培训推广会，

全省商务部门、口岸运营单位以及
相关外贸企业负责人近200人参加
了培训。

据了解，中国（湖南）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是由省政府主导的公共
服务平台工程，外贸企业可以在平台
上同时完成报关、报检、船舶申报等
各项进出口业务，实现通关模式“串
联到并联”的改革创新。省口岸办积
极推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工
作，今年8月份我省“单一窗口”正式

上线运行并在长沙试点，目前已成功
对接国家“单一窗口”标准版并进行
了前期测试运行， 年底前货物申报、
舱单申报、原产地证书申领、税费支
付、出口退税等9大业务功能将全部
落地。

“宝剑利器在手， 接下来就是
如何用好的问题。” 省商务厅厅长
徐湘平表示，“单一窗口”可以说是
一条政府建设的免费现代化“高速
公路”，并有良好的维护保障措施，

这条“高速公路”开通后，最重要的
就是需要各外贸企业、 报关行、货
代、船代公司走这条路，使“单一窗
口”在全省开放型经济发展中真正
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徐湘平介绍，
年底前我省通过“单一窗口”标准
版报关业务量要达到本地业务量
的30%以上，下一步，国家还将统一
开发加工贸易、跨境电商等相关业
务功能模块，不断完善和丰富“单
一窗口”标准版功能内涵。

前三季度

全省外贸总额增长超五成

足不出户“秒通关”
“单一窗口”已经上线，外贸企业快速“上路”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徐德
荣 唐曦 成俊峰）今天下午，衡阳
市召开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要
求全市各级各部门提高政治站
位，深化认识、紧密配合，以高度政
治责任感，抓紧、抓实、抓好2018
年度《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的发
行工作。

会议指出， 各级党组织要高
度重视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党委
有关负责同志要亲自部署、 抓好
落实，宣传部门要具体组织实施，
党委办公室要认真督促检查，邮
政部门要密切配合， 确保2018年
度全市党报党刊发行工作顺利开
展。

会议要求，抓好《人民日报》
《湖南日报》等“重点报刊”发行工
作，全市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

业单位等“重点部门”，车站、宾馆
等人流集中的“重点窗口”，各类
学校图书馆、 村级文化活动中心
等基层文化“重点设施”，要扩大
党报党刊的传播力、影响力，不折
不扣地完成发行任务。 全市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 都要带头自费
订阅党报党刊。同时，鼓励将主要
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统
一实施政府采购； 鼓励社会力量
征订主要党报党刊捐赠贫困地
区，实施文化扶贫。

衡阳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
长刘丽华在会上强调，今年是党的
十九大召开之年，明年是全面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做
好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
对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于振宇 ）昨天下午，省委党校、湖
南行政学院举行“喜迎十九大，永
远跟党走———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专题座谈会，来
自厅干班、中青班、处干一班、处
干二班、 处级公务员班的学员代
表和部分教师代表， 畅谈心得体
会。

大家一致认为， 省委部署开
展“贯彻发展新理念，转型升级补
短板”讨论活动，是迎接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的实际行动， 是落实
全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重
要举措， 也是推动我省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实需要。

大家表示，贯彻发展新理念，
要切实树牢“四个意识”，解决“发
展什么”的问题。践行“四个意识”
必须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 始终
树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

绩”的理念，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凝心聚魂，推
动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在湖南“一
个声音贯到底 、 一以贯之抓到
底”。要立足省情真抓实干，解决
“怎么发展”的问题。推动转型升
级，补齐发展短板，首要任务是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把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到实
处，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要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解决“发展为了
谁”的问题。要始终秉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导向，以民为根本，与
民同忧乐， 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突出民生为
本、 民生优先， 着力推动共建共
享，努力让发展更加健康、让幸福
更有质感。

衡阳：以高度政治责任感
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喜迎十九大 永远跟党走
省委党校举行“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座谈会

九十郭仁凡：万元特殊党费表爱心

八旬向光明：万元特殊党费谢党恩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刘梁

今年以来，全省有实绩的进出口
企业达3751家， 比去年增加了543
家，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总值比上年
同期增长56.5%，机电产品、高新技
术产品出口保持高增长……

海关分析，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
改善，湖南以开放崛起促改革促创新
的发展动能仍将持续释放，全年外贸
任务完成可期。

机电产品出口保持高
增长，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
长近一倍

衡阳富泰宏公司今年新增生产
流水线30条， 带动全省加工贸易大
幅增长；

广汽三菱等汽车生产商通过链
式引进，创造了汽车产业集群，拉动
汽车零配件进口较快增长；

湖南中兴供应链公司于去年8
月创建后业务发展迅速，跃升为全省
第六大外贸企业……

今年以来，湖南外贸保持较快增
长，据海关统计，前三季度，湖南省进
出口总值1656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
长56.5%。其中，出口1056.9亿元，增
长 52.7% ； 进口 599.1亿元， 增长
63.7%。

数据显示，香港仍旧为我省最大
的贸易伙伴， 我省对美国、 日本、东
盟、欧盟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
也保持不同程度增长。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出口保持高
增长，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近一
倍。 前三季度， 我省出口机电产品
488.6亿元，增长65.9%，占同期全省
出口总值的46.2%；出口高新技术产
品152.7亿元，增长96.9%。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高新技术
产品为主要进口产品，资源类产品进
口增长迅速。前三季度，我省进口机
电产品271亿元，增长72.1%，占同期
全省进口总值的45.2%；进口高新技
术产品102.1亿元，增长1.1倍。此外，
进口铁矿砂及其精矿增长51.6%，进
口集成电路增长3.4倍， 进口煤炭增
长1.6倍。

“一带一路” 助推湘企
“走出去”，全年外贸任务完
成可期

海关分析，今年以来，国际国内
经济环境持续改善，全省大力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助推了我省外
贸保持增长。

从国际市场看，2017年主要市
场经济条件改善，欧盟、美国经济延
续复苏态势， 日本经济也有所好转，
与湖南省双边贸易增长均超过
50％。新兴市场中，我省与南非、俄
罗斯双边贸易走势也以扩张为主，增
长超过一倍。

国内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发
展态势，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
入， 实体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增强。前
三季度湖南省民营企业日益活跃，外
贸额占全省外贸总额的61.5％，同比
提升4.6个百分点。电子信息、汽车生
产、手机装配等高附加值产业，目前
都成为全省外贸行业新高地。

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
资和经贸合作不断取得进展，合作领

域不断扩大， 潜在增长点逐渐显现。
前三季度，湖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进出口额达到370.9亿元， 同比
增长45.8%，其中对俄罗斯、乌克兰、
匈牙利等9个沿线国家出口同比增
长一倍多。

此外，前三季度“湘欧快线”进出
口货物10.7万吨，增长2倍，进出口总
额35.8亿元，增长1.3倍。

海关认为，一系列政策和举措的
出台，将助推全年外贸任务的完成。正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国际贸易“单一
窗口”推广建设，将进一步提高全省国
际贸易便利化水平； 湘欧快线纳入中
欧班列统一品牌， 将获得国家层面更
强有力的支持； 海关已全面实施全国
通关一体化改革，加快货物通关速度，
降低贸易成本； 今年全省获得中央加
工贸易资金1.89亿元，共有222家企业
或单位获得专项资金支持……

今年湖南省外贸进出口目标是
增长率为30%，海关判断，在外贸发
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
况下，经过持续努力，湖南省外贸预
计可以顺利完成全年任务。

10月17日，读者在湖南图书城“喜迎十九大”读物专台前选购图书。日前，湖南新华书店开设“喜迎十九大重点主
题出版物展示展销”专台，推出《大国军魂》《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全面从严治党案例选编》等一批优秀红色经典
系列图书，深受读者喜爱。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红色经典 书香氤氲

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