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德良

拉开前排的凳子， 请后面站着的两位耄
耋老人坐在自己身旁， 发生在全国精神文明
建设表彰大会代表等候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时的一幕， 让人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这一温
暖的瞬间。

当看到两位年事已高的全国道德模范代
表站在代表们中间时， 习近平总书记请他们
坐到自己身旁。两人执意推辞，“来！挤挤就行
了，就这样”，总书记一再邀请，最后两人在总
书记身边坐下。温馨的一幕，让现场所有人既
感到意外，又充满感动。

被总书记请到身旁就座的两位老人，一
位是93岁的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名誉所长、被
誉为我国“核潜艇之父”的黄旭华，为了我国的
核潜艇研制，他以身许国，30年不曾回家；另一
位是82岁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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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领着村民绝壁开
山，历经30余年，修出了一条万米长的生命之
渠，解决了全村的吃水灌溉问题。

透过镜头，人们看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尊

长敬贤的情怀，传递着尊长的暖心温度，表达
了敬贤的国家态度，展现出亲民爱民的崇高风
范。“这动作太帅了”“挪椅子的动作像不像20
岁的小伙子”“看的心里好暖”， 各种自媒体上
留下了网友们太多的感动。 习近平总书记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与会代表上了关爱模范、
尊重典型的生动一课。

尊老爱老，国之大者。事实上，在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各地的报道中， 时常有让人温暖
的细节：在兰州一家养老餐厅，他为老人端上
盛着饭菜的盘子；在十八洞村，他称呼64岁的
石爬专为大姐；主持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时，
他提议年事已高的艺术家中途可以到休息室
休息走动，这些细节，体现着“德莫高于爱民”
的领袖情怀；同样，陪年迈的母亲散步，骑自
行车驮着女儿玩耍， 这些以往见诸报端的生
活照片，还原了总书记作为儿子、作为父亲的
人伦常情。

人无德不立， 国无德不兴。“当领袖成为
榜样，国与家怎能不富强文明和谐？”见贤思
齐，向道德模范学习，我们就能成为更好的自
己，美德善行也会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刘泉子） 记者今日从省国土资源厅获
悉，省政府近日下发了《湖南省应急测绘工作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将选拔专业过
硬、 经验丰富的技术骨干组建应急测绘保障
队伍，形成6小时抵达现场、12小时完成首图
制作、24小时完成全方位保障的服务能力。

《方案》要求，在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应
急处置工作中， 应急测绘保障队伍应积极配
合应急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 开展灾害
隐患排查和灾害监测预警，为灾情判断、次生
灾害防治、 决策部署提供监测服务和科学依
据。应急测绘工作结束后，应急测绘队伍根据
需求继续配合有关部门， 提供精准的灾情数
据和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务。

我省今年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期间，省
国土资源厅临时组建的应急测绘队发挥了重
要作用。7月1日，宁乡县沩山乡祖塔村王家湾
组山体滑坡造成多人伤亡， 临时应急测绘
队3小时内到达现场，4小时内提供360度全
景影像，18小时内提供灾前灾后的数字线划
图、数字高程模型等，为政府部门了解灾害现
场地质环境、灾情评估和应急救援工作，提供
了详细的地理信息数据。

《方案》明确，省测绘地理信息局是全
省应急测绘工作的组织实施机构， 鼓励其
他具备测绘资质的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
作为应急测绘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 共同参与应急
测绘保障工作。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周月桂）
从长沙沿湘江一路北上， 望城区石渚湖附
近， 一项巨大文化工程———铜官窑古镇正
在紧锣密鼓建设中。 该项目由新华联集团
投入上百亿元建设，重现铜官古镇盛景，打
造中国“海上丝路第一古镇”。铜官窑古镇将
于2018年6月开园， 预计每年将接待游客

超500万人次，拉动文化消费超10亿元，解
决就业人数2万人。

长沙铜官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
世界釉下多彩陶瓷的发源地、 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起点。11月15日， 记者在这里领
略了铜官窑古镇的魅力， 一栋栋老宅临江
矗立，青砖黛瓦间，一座颇具古典风情的古

镇已初具雏形。
新华联集团高级副总裁冯建军介绍，新

华联铜官窑古镇将依托“海上丝路”旅游资源
和我省第一个国家级考古遗址公园———长沙
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中国“海上丝
路第一古镇”。项目占地3000亩，投资100亿
元，建筑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一个集文化、
娱乐、休闲、教育于一体的文化旅游度假区。

新华联集团创建于1990年，拥有全资、
控股、参股企业90余家，连续12年跻身中国
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100强。“作为一
家从湖南走出去的企业， 公司秉承湖湘精
神，从湖南走向世界，如今又怀着感恩的情
怀回到家乡。”冯建军介绍，新华联集团计划
在湖南投资近170亿，目前投资额已超60亿
元，涉及地产、文旅、科技、石油等领域。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贺小花）今天，由省人才市场联合省退
役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主办的2017年
秋季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在中国湖南人才
市场举行。

据统计， 本次招聘会共有来自全国
150家用人单位参会， 需求总人数11400
人，行业覆盖生物医药、机械制造、地产物
业、文化教育等行业；提供军事教官、市场
营销、财务会计、人事行政、仓储保管、汽
车驾驶等各类岗位。远大集团、楚天科技、
中梁地产、航天凯天环保、步步高商业连
锁等湖南知名企业当天也在现场招贤纳
才。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约2000名退役士
兵现场求职，截至招聘会结束，600余名退

役士兵在现场与用人单位达成了初步的
就业意向。招聘会上，举办方还邀请了3名
资深职业发展导师在现场免费为退役士
兵求职答疑解惑。

“我省是兵源大省，每年退役军人约3万
人， 士兵在部队服役是部队战斗力主体，退
役后回到家乡是维护地方稳定和促进地方
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 省人才市场负责人
介绍， 这场招聘会的报名工作异常火爆，用
人单位特别看重军人超强的执行力和严格
的纪律性， 在近200家报名单位中认真筛选
出适合军人自身特点的150个单位。 为了持
续促进退役士兵就业， 帮助退役士兵就业，
这样的活动以后将经常性举办，接下来将在
湖南人才网开通退役士兵就业专栏，退役士

兵和有用人需要的单位可以及时关注湖南
人才网。

■相关链接：

湖南人才市场
近期招聘会安排
11月24日， 第五届部分大中城市联合

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活动(湖南站)暨 “湖
湘工匠，‘职’位前行”湖南省高职院校2018
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11月25日，“湘府有
才” 综合性大型人才交流会；12月2日，“感
恩有您”湖南人才网会员公益大型人才交流
会；12月6日，“湘府有才” 综合性大型人才
交流会；12月9日，“湘府有才” 综合性大型
人才交流会；12月16日，湖南省重点产业企
业海内外高级人才洽谈会；12月23日 ，“基
层快车”各类基层岗位快速招聘面试会；12
月30日，“感恩有您” 湖南人才网会员公益
大型人才交流会。

新湖南 新湘商 新作为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 记者15日从省国税
局获悉，今年我省大力推进营改增、小微企
业所得税优惠、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税收优
惠政策落地，前三季度省国税局为企业办理
各类减免税429.97亿元。 一批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 科技研发型企业抓住机遇，飞
速发展。

营改增助推先进制造企业飞速发展。全
面推开营改增后，吉利汽车湘潭公司依托增
值税进项税抵扣政策，在智能装备、智能生
产等方面发力，引进国际先进的七轴机器人
等设备系统；同时将研发、仓储、营销等内部
服务环节从主业剥离出来，吸引物流服务外

包和汽车及零部件配套生产等上下游企业，
在公司周边落户， 在自身飞速发展的同时，
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社会经济发展。1至10月，
吉利汽车湘潭公司通过营改增享受减税1.2
亿元。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降低企业创新成本。
株洲中车奇宏散热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科
技型企业，今年预计可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
除440万元。公司财务部负责人李毅表示，研
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 降低了公司创新成
本， 让公司有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研发中。据
了解，在我省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较
高的企业有1000余户。今年，这些企业在去
年减免税的基础上，累计可增加减免税额约

1.3亿元。
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让企业发展信心

倍增。去年湖南雅康和一医药有限公司实
现利润49.7万元。 今年国家将小微企业应
纳所得税额上限从30万元提高到50万元
后， 该公司只需缴纳所得税款4.97万元。
“利润增加， 税收下降， 我们发展信心十
足。”总经理张红卫介绍，该公司将进一步
扩大经营规模。

据省国税局统计，今年仅增值税税率简
并政策就惠及全省1万余家企业， 减税额将
超过10亿元；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范围进一
步扩大， 5.6万户小微企业因此受益， 预计
可减免税额2.81亿元。

湖南日报青岛11月18日电 （记者 文
凤雏 ） 以“新时代、新动能、新生态”为主题
的GMIC+2017全球移动互联网青岛峰会暨
中国传媒融合发展年会在青岛闭幕。中国移
动互联网与传媒融合风云榜同时发布，新湖
南客户端荣获“中国移动互联网年度最具价
值品牌”奖，湖南日报社党组成员、副总编辑

兼新湖南客户端总编辑颜斌荣获“中国传媒
融合年度领军人物”奖。

此次大会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人
民日报、中国报协等单位指导主办。作为国
内首次互联网+传媒跨界融合盛会， 大会通
过多维度的圆桌论坛、主题演讲、展会等形
式，探讨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方向和态

势、 交流了传媒融合发展的经验和模式，以
图进一步推动互联网与传媒新旧动能转换，
加速构建产业互联新生态。

来自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社、阿里巴巴、京
东、IBM、科大讯飞、北大方正、香港浸会大学及
掌控科技等单位的参会专家发表了精彩演讲。

大会举行了中国移动互联网与传媒融
合风云榜颁奖活动，全面展示移动互联网与
传媒融合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本次风云榜共
分为人物榜、品牌榜、中央厨房品牌奖、案例
榜、政务新媒体平台示范奖五大板块。新湖
南客户端荣获主要两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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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送红利 企业添活力
省国税前三季为企业减免税429.97亿元

中国传媒融合发展年会闭幕

“新湖南”荣获两项大奖

温暖的举动 最好的示范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孙晨晖）今天，中国国际商会湖南商会
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迎着太阳奔跑———
抢抓国际市场发展机遇” 高峰论坛在长沙举
办。 本次活动旨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引领湖南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助推湖南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

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 柬埔寨商业
部国务秘书欧克·帕奇，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陈君文，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巴基斯坦驻广
州总领事馆总领事阿里·艾哈迈德·阿伦，德
国中小企业联合会中国区主席温弗里德·博
斯特曼，老同志唐之享、肖雅瑜等出席活动。
有关外国政府政要、驻华机构、境外商协会代
表及湖南国际商会会员企业代表约500人参
加了活动。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清
华、 湖南建工集团中湘海外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永迪同与会人员分享了企业
发展经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
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发表了题为
《新时代、新机遇、新政策、新对策》的主旨
演讲， 德国中小企业联合会中国区主席温
弗里德·博斯特曼畅谈了中德经贸合作前
景，希望德国工业4.0与湖南制造全面对接，
进一步深化湘德合作。

会员代表大会上，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理
事会， 省贸促会会长贺坚当选为新一届中国
国际商会湖南商会会长。省贸促会、湖南国际
商会与有关境外商协会签订了合作协议。

本次活动由省贸促会 、 湖南国际商
会主办。

我省举办“抢抓国际市场
发展机遇”高峰论坛
陈君文、胡旭晟出席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杨浩）民办大学如何办？湖南信息学院闯
出了一条可供借鉴的路子。建校20年，培育5
万余名毕业生。今天，湖南信息学院举行建校
20周年办学成果汇报会。省政协副主席欧阳
斌，老同志许云昭、唐之享、刘晓，中国民办教
育协会秘书长王文源等领导参会。

湖南信息学院为全国首批培养应用型技
术技能人才的本科高校，建校20年，完成了
从“专修-专科-本科”的三级跳，在全省同类
院校中首次摘取了教育部人才培养工作水平
评估优秀等级、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全省党
建工作先进单位荣誉， 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
展培养了5万余名毕业生，被誉为非营利性民

办学校“改革样板”。
据该校董事长陈登斌介绍， 建校20年

来，学校累计投资近20亿元，历经从长沙张
公岭到马坡岭，从马坡岭到毛塘铺的3次搬迁，
从租房办学到建成被誉为“中国高校最美校园
之一”的生态化校园，办学规模从300多名在校
学生扩大到13700多名；20年来， 学校开设专
业增长了12倍； 在校生人数增长了近50倍；教
师人数增长了40倍； 教授人数增长了300倍；
校园面积扩大了300多倍； 馆藏图书增长了
366倍；为国家财政分担了逾30亿元教育投入，
创造了市值逾30亿元的有形、无形归社会所有
的校产。未来20年，学校发展目标是建成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的技术型大学。

建校20年育才5万余
湖南信息学院举行成果汇报会，欧阳斌等出席

湖南拟组建应急测绘保障队伍
形成6小时抵达现场、12小时完成首图制作的服务能力

湖南举办2017年秋季退役士兵专场招聘会

150家单位
提供11400个就业岗位

新华联：
打造中国“海上丝路第一古镇”

铜官窑古镇2018年6月开园，预计每年接待游客
超500万人次

礼让出行
“绣”安全

� � � � 11月18日，湘绣师（左二）在指导家长和孩子学习刺绣。当天，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与湖南省湘绣研究所
联合开展“礼让出行·绣安全”活动，家长和孩子通过一针一线将斑马线绣进围巾，既体验了非遗文化，又传播了交通
安全知识。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11月18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邹敏）11月17日，第一届全国林业院校校
长论坛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
20多家林业院校、科研院所及相关企业的专
家齐聚一堂， 深入探讨林业人才培养创新和
科研成果转化两大议题， 推动提升林业高等
教育发展质量。

此论坛由中国林业教育学会主办， 北京林
业大学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共同承办， 主题为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林业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转
化”。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彭有冬表示，面向建设生
态文明、美丽中国和绿色发展的需求，林业院校

要准确把握未来科技发展大势，统筹抓好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补齐科研成果转化这块短板。中南
林业科技大学校长廖小平认为，林业高校产教融
合的路径选择可以从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融合，
课程内容与产业最新技术水平融合，教学、科研
实践与生产实践融合， 学历教育与认证教育融
合， 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融合等五个方面着手，
构建产教融合育人运行机制。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宋维明、 国家林业局
科技司副司长杜纪山等10多位专家，分别围
绕产教融合背景下林业院校改革的探索和实
践、林业科技创新等主题展开深入探讨。

首届全国林业院校校长论坛举行
聚长共商产教融合大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