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暖的力量 感人的瞬间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全国道德

模范代表侧记

11月17日，长沙国际会展中心农博会生态农村馆，被25种
5万余株各类花卉和绿色植物装点。18日至24日，2017中国中部
（湖南）农博会将在该中心举办。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夏文斌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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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唐婷 周帙
恒 苏莉）今天上午，第十三届湘台经贸交流
合作会和第二届海峡两岸（长沙）电博会在长
沙开幕。开幕式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会见了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
办副主任刘结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
开幕式上致辞并会见与会嘉宾。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 两岸市场共同基
金会荣誉董事长、 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理
事长萧万长， 台湾电电公会副理事长郑富雄
致辞。省领导黄兰香、谢建辉、杨光荣出席开
幕式或参加会见。

会见中，杜家毫说，湘台两地人缘相亲、
文缘相承，在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
合作源远流长并不断扩大， 台商成为支持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 支持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
力量。 湖南将以本届湘台会为新起点、 新契
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岸一家
亲、共圆中国梦”思想，依托“湘台会”等一系
列平台，不断深化两地在经贸、农业、科技、旅
游、文化、教育、电子商务等方面的交流合作，
进一步鼓励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力度，促

进互联互通，实现互利共赢。希望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湖南，指
导对台工作， 湖南将坚决服从服务于对台工
作大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多作贡献。

许达哲在致辞中说， 当今湖南， 活力迸
发，商机无限。湘台两地在产业结构、科学技
术、自然资源等方面各具优势，互补性强。举
办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 符合两岸同胞的愿
望和期盼，为湘台深入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湖南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关于“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扩大两岸经
济文化交流，实现互惠互利，增进台湾同胞福
祉”的要求，积极拓展合作领域，努力提升合
作层次，大力促进共同繁荣。湖南将进一步优
化发展环境， 为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海内外
投资者提供高效、优质、便捷、规范的服务，让
大家在湖南发展顺心、生活舒心。

刘结一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中共十九大
报告明确了新时期对台工作的根本要求，我
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愿意率先同台
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的机遇， 欢迎更多台湾
同胞到大陆旅游观光、投资兴业、实习就业。

两岸同胞要共同维护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共同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进程， 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是湖南省精心打造的
两岸交流合作平台，为推动湘台交流合作和
两岸交流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湘台经贸交
流合作。

萧万长说，湖南具有“一带一部”的区位
优势，文化底蕴深厚，产业优势明显，是台湾
企业投资大陆，拓展“一带一路”合作的优良
合作伙伴。 台湾工商界对进一步深化湘台合
作高度期待，愿与湖南一起适应新时代，采取
新思路，开发新商机，在高端装备、健康养老、
生态农业、文化创意、青年就业创业等领域展
开新合作。希望两岸企业界秉持“一家亲”理
念， 共同面对崭新的全球产业和市场竞争态
势，通过优势互补，共同开发新商业模式，拓
展新市场，共同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扩大两岸
交流合作，实现互利互惠。

开幕式后举行了现场签约仪式。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王曦）今天，
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
中央综治办主任陈训秋来到岳阳君山区调
研综治中心建设，他要求，着力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省委常委、省委政
法委书记黄关春参加调研。

在君山区综治中心， 陈训秋与工作人
员亲切握手交谈， 并实地查看了区综治中
心设备运行情况和视频监控系统的各项功
能演示。

今年以来， 君山区投资400万元建成
了一个区级综治中心、五个镇级综治中心、
79个社区 （村） 综治中心， 实现了与
“12345”政务服务平台和“110”报警平台
的有效融合， 实现了综治中心建设与城乡

社区（村）网格化管理全覆盖。
在听取汇报后，陈训秋充分肯定了君

山区综治中心建设所取得的成绩。 陈训
秋要求， 全国各级综治组织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
之路， 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格局。 要全力建设高标准综治中心，积
极创新中心运行工作模式， 扎实推进信
息化和网格化服务管理， 对公共安全视
频监控联网工程进行进一步整合， 对网
格员的管理进一步规范， 做到各网互联
互通，资源共享共用，为保障地方经济社
会又好又快发展和社会的平安稳定发挥
应有的功能和作用。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苏莉 唐婷）
今天开幕的第十三届湘台经贸交流合作会取
得丰硕成果。开幕式现场，湘台两地12个投资
及合作项目成功签约， 项目总投资达146.5亿
元。同时，第二届海峡两岸(长沙)电子信息博
览会也拉开序幕。

本届“湘台会”主题为“科技创新，合
作共赢”，致力于为两岸先进制造、电子信
息等产业搭建交流合作平台，邀请了台湾

行业公会、 电机电子等领域企业及企业
家，围绕两岸智能制造 、电子信息产业交
流与合作、 创新发展等进行积极探讨，以
促进湘台产业交流与合作，促进湖南经济
发展。

记者了解到，经过前期洽谈磋商，湘台两
地在投资合作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已达
成17个投资及合作项目，项目总投资205.5亿
元。开幕式现场，投资50亿元的岳阳南湖旅游

综合开发项目、 投资36亿元的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核心区PPP项目等12个项目成功签
约，项目总投资达146.5亿元。

当天下午还举办了两场论坛活动，即
“智慧城市论坛”和“智慧制造论坛”，邀请
海峡两岸顶级行业专家和实力企业， 集中
围绕打造智慧城市及推动长沙智慧制造开
展深入交流， 务实推动具体产业项目的合
作与落实。

同时开幕的“电博会”以电子信息及相关
产业专业展为主，分为机器人及自动化、电子
零组件及汽车电子、资通讯及云端应用、智能
生活及消费电子等四大主题馆（区），吸引了
海峡两岸近260家企业参展。

新华社北京11月17日电 （记者 吴晶 黄小希）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17日在京举行。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
会堂亲切会见参加大会的新一届全国文明城市、文
明村镇、文明单位、文明校园、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代表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向全体代表
表示热烈的祝贺，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在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中再立新功、作出表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明委主任王沪宁
参加会见并出席表彰大会。

17日上午，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暖意融融，参
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600多名代表精
神饱满、笑容洋溢。9时30分，习近平等来到这里，现
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高兴地同代表们热情握
手，亲切交谈，代表们纷纷向总书记问好。看到93岁
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黄旭华、82岁的贵
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原草王坝村党支
部书记黄大发两位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年事已高，站
在代表们中间，习近平握住他们的手，请他们坐到
自己身旁。两人执意推辞，总书记一再邀请，最后两
人在总书记身边坐下。总书记对两位老模范如此关
心和尊重，全场人都十分感动，大家长时间热烈鼓
掌。随后，习近平等同代表们合影留念。

王沪宁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他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会见全体与会同志，充分体现了总书记
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对精神文明
建设战线同志们的殷切关怀。5年来， 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根
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在新时代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重中之重是加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教育和
宣传阐释。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
建活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注重典型示
范引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要
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各项工作改进创新，激励人们
为实现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奋斗。

丁薛祥参加会见，刘延东参加会见并在会上宣
读表彰决定，黄坤明参加会见并主持表彰大会。

大会为受表彰代表颁奖。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村镇、全国文明单位代表，第
一届全国文明校园代表，新一届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第六届全国道
德模范代表分别在大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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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湘台经贸
交流合作会在长开幕

杜家毫会见刘结一 许达哲萧万长等致辞 乌兰主持

陈训秋在岳阳调研综治中心建设时要求

着力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格局

第十三届“湘台会”现场签约146.5亿
第二届“电博会”同期开幕，吸引近260家湘台企业参展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
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推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电视电
话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省领导许达哲、李微微、乌兰、陈向群、
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谢建辉、黄跃进、
韩永文等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
工作情况汇报。会议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

改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
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
制改革。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
化政治担当，逐条对照、准确把握、全面对标、
精准落实中央办公厅印发的试点方案和全国
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把握好改革方向、力
度和节奏，确保不走样、不跑偏。

会议强调，监察体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合并
划转，而是要实现机构、职能、人员的全面融合。
要围绕监察全覆盖的目标，充分学习借鉴试点

省市经验做法，把握时间节点，盯紧抓牢机构组
建、人员转隶、过渡期衔接等关键环节，深入细
致做好舆论引导和思想政治工作，确保改革期
间思想不乱、人员不散、工作不断。

会议强调， 各级党委要扛起改革试点的
首责主责， 尽快成立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的
工作小组，党委书记要当好“施工队长”，各级
纪委要担负实施专责， 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
同联动，实现无缝对接，形成强大合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

传达贯彻全国有关会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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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巴拿马总统巴雷拉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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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 （记者 周月桂）11月
14日， 在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电动客车
基地，K9纯电动公交车正在生产。长沙制造的比
亚迪电动公交K9是全球第一款纯电动大巴，各
项技术处于全球领先水平，先后进入英国、日本、
韩国、美国、荷兰等国，目前已在国内外多座城市

运行。 今年1至10月，长沙比亚迪电动大巴产销
两旺，累计产量2986辆，同比增长78.7%。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入驻湖南8年
来，各项业务快速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公司不断
扩大投资，现已累计完成投资额89.7亿元，已发展
成为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比亚迪集团最

具战略意义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现由纯电动
大巴基地、节能与新能源乘用车基地、电动卡车
及专用车基地三大产业基地组成。

在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乘用车整
车生产车间， 一辆辆比亚迪“大美7座车”宋
MAX，从生产线开下来。“这是我们长沙比亚迪
的‘爆款’，今年9月上市，现在订销已突破2万
辆，供不应求。”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华东
区行政总监周晓州介绍，随着宋MAX新车型的
快速上量以及年底电动公交订单的批量交付，
长沙比亚迪全年预计实现产值180亿元以上。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
员 王萍）刚刚过去的“双11”，步步高集团实现
全业态销售同比增长40%， 步步高梅溪新天
地11日当天客流18.1万人次，创湖南购物中心
客流新纪录， 凸显了新零售时代消费需求在
深度挖掘下的充分爆发。

“今年‘双11’，步步高也深度参与，引领
消费重返实体店。 ”11月13日，步步高集团总
裁陈志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11月2日至12日， 步步高集团全面联动超

市、购物中心、家电、云猴网、汇米巴便利店、
B2B订销平台等业态启动一场盛大的“靠谱双
11购物节”。 陈志强表示，从此次购物节的火爆
可以看出，实体零售能提供的消费体验空间很
大，步步高将积极尝试推动各种不同业态、不同
模式融合，为消费者创造全新的购物体验。

这两年，面对电商的冲击，实体零售商也
渐渐稳住了心神，站住了阵脚。 在消费升级的
大趋势下，零售业的创新更是日新月异。

“眼下，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和消费能力，

都对优质生活服务提出了要求， 这是实体零
售的优势所在。 ” 陈志强说，步步高转型创新
的一个方向， 就是从纯粹的零售商变为优质
生活供应商。

位于长沙河西的梅溪新天地， 就是转型的
产物之一。 在这家超级 MALL里，有许多体验
式和主题式场所，如中国最大的蜡像馆、国内首
家航空主题的太空飞行馆、娱乐王国主题乐园、
可以承接国际赛事的真冰场等。

在15日举行的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
发展峰会上，步步高集团还现场签约，将在梅溪
新天地投资10亿元， 建设新能源汽车展示交易
中心。 陈志强表示，项目建成运营后，可实现年
销售10万辆，年销售收入100亿元，年利税10亿
元，新增就业1000人以上。

新湖南 新湘商 新作为

长沙比亚迪提升新能源汽车比重
全年预计实现产值180亿元以上

步步高引领消费“重返实体店”
“双11”创购物中心客流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