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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通
车进入“倒计时”。湖南城际铁路
公司今日发布， 长株潭城际铁路
西线（长沙站以西） 将于26日开
通，届时，运营总里程为105公里
的长株潭城际铁路将全线通车。

城铁全线通车后，运营车站由
目前的16个站增加到23个站（计划
共24个站，其中株洲站尚未开通）。
新增开福寺、 观沙岭、 八方山、谷

山、尖山、麓谷、长沙西共7个车站。
26日起将实施新的列车运行

图。列车日常开行对数将从目前的
29对增至34对，长株、长潭间的运
行时间将基本控制在90分钟以内。

列车停靠方式仍采用目前的
“错站停”，即并非每站停靠，而是
“大站”停靠频率高于“小站”。原
有票价仍将不变， 新增站点票价
将于近期出炉。

（详见4版）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夏
似飞 贺佳） 今天下午， 省委召开会
议， 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分
别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
的重要讲话精神。杜家毫强调，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深刻认识新时代
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
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全面把
握中央关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
求、政策取向和重点任务，努力推动
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乌兰、胡彪、陈向群、傅奎、黄关春、
黄兰香、蔡振红、胡衡华 、谢建辉 、
张剑飞等领导出席。

杜家毫指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首次提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
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济思想，并阐述其丰富内涵，这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实践
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集大成理论成果，是党和
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必须长期
坚持、不断丰富发展。全省各级领导
干部要深刻学习、系统把握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
精神实质、 思想精髓和核心要义，更
好地指导经济工作、 引领经济发展。
要深刻认识把握过去5年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进一步
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和决心。高
质量发展是把握经济规律、做好经济
工作的立足点。要全方位认识把握新

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将
高质量发展贯彻到制定经济政策、部
署经济发展的各方面、各环节，努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杜家毫强调，要全面把握中央关
于明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政策取
向和重点任务，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
实， 用好用活发展机遇和政策利好，
更好推动湖南发展。要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重点抓好防范化解重大
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有力有序做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提高
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
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

房制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8项重点工作。

杜家毫强调，要坚持党对经济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增强“四个意
识”，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要把
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与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党代会精神结合
起来，进一步细化落实“三个着力”、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具体思路
和措施。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加强
学习和实践，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
实提高驾驭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能力
和水平。当前，要开好省委经济工作
会议，做好年终扫尾和总结，统筹抓
好“两节”期间民生和稳定、脱贫攻
坚、 年度民主生活会以及省人大、政
府、政协换届和三级监察委组建成立
等岁末年初各项工作。

我省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努力推动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杜家毫许达哲分别作传达 李微微乌兰等出席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今天，省军
区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在长沙召
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强
军思想为统领， 按照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战略部署， 突出服务保障
打胜仗根本职能， 聚焦完善国防
动员体系和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全面落实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
技兴军、依法治军各项要求，统一
思想认识，确立奋斗目标，立起抓
建举措， 为开创新时代省军区建
设发展新局面接续奋斗。

省军区党委书记、 政委冯毅
代表省军区第十三届党委作工作
报告。省军区党委副书记、司令员
黄跃进主持会议。 省军区党委常

委郭辑山、许凤元、胡代松、刘明
建出席会议。

大会全面回顾省军区部队第
十三次党代会以来党的建设、部
队建设、 民兵预备役建设等方面
的基本情况、 主要成绩和基本经
验，研究确定今后5年的工作指导
思想、指导原则、主要任务和具体
目标， 选举产生省军区第十四届
党的委员会和新一届纪律检查委
员会， 动员省军区各级党组织和
全体官兵职工， 牢固确立习近平
强军思想指导地位，锐意进取、埋
头苦干， 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
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开
创省军区建设发展新局面， 谱写
我们这一代人的精彩华章而不懈
奋斗。 荩荩（下转2版①）

奋力开创新时代
省军区建设发展新局面
省军区第十四次党代会在长召开

长株潭城际铁路26日全线通车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建档未脱贫的
贫困人员城乡居保费由政府代缴、将
贫困人员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开展尘肺病农民工基本医疗救治救
助工作……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了
解到，我省出台若干新政，对贫困人
员实施全面的社会保险扶贫。

近日，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民
政厅、省扶贫办联合出台《关于贯彻

落实社会保险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养老、医
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方面完善
并落实社会保险扶贫政策， 支持帮
助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低保对象、特
困人员等困难群体 (简称贫困人员)
及其他社会成员参加社会保险，助
力参保贫困人员精准脱贫， 同时避
免其他参保人员因年老、 疾病、工
伤、失业等原因陷入贫困，有效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
《实施意见》关于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扶贫政策中，对于如何减轻
贫困人员参保缴费负担、适时提高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体现
对贫困人员的适度优先等均出台了
若干细则；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扶
贫政策则包括对全面落实资助贫困
人员参保政策、切实减轻贫困人员医
疗费用负担等。此外，对工伤、失业和

生育保险扶贫及就业扶贫社会保险
补贴政策均作出了明确规定。

《实施意见》要求，各级人社、财
政、民政、扶贫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
全力抓好社会保险扶贫政策的落实。
特别要将为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减轻贫困人员医
疗费用负担的扶持政策，原原本本向
参保对象讲清楚。

据悉，今年8月，人社部、财政部、
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关于切实做好社
会保险扶贫工作的意见》，截至目前，
全国已有包括湖南在内的17个省区
相继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

（详见5版）

湖南出台社保扶贫新政
建档未脱贫贫困人员城乡居保费由政府代缴，贫困人员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
——一论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 � � � 湖南日报12月21日讯 （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易巧君 黄圣平）从12月
31日起，在长沙的部省属13家公立医
院将对老年性白内障(单眼)等106个
病种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按病种收费

标准包括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
费用，医院可不再向患者出具“每日
费用清单”。 这是记者今天从省人社
厅了解到的信息。

省发改委、省卫计委、省人社厅近

日联合印发《关于在长部省属公立医
院实施按病种收付费有关工作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作出上述规定。

《通知》明确，按病种收费标准包
括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的全部费用，即

患者入院，按病种治疗管理流程接受
规范诊疗最终达到临床疗效标准出
院，整个过程所发生的诊断、治疗、检
验、检查、手术、麻醉、床位、护理、药
品、医用耗材等各项费用。医院只能
对按规定列入“除外内容”的耗材，以
及患者自愿选择单人间、套间以及特
需病房，其床位费超出相关规定的双
人间病房标准的部分另行收费，除此
之外均不得另收其他费用。

荩荩（下转8版）

在长部省属公立医院即将按病种收付费
老年性白内障等106个病种收付费新规12月31日起实施
对实际费用超出病种收费标准部分由医院自行承担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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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实干在湖南

守住“红线”，织就“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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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数字经济 潮涌三湘

跨境电商中的“大黑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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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行进三湘

娄底，创新型城市正崛起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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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10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3.1%。

� � � � 1至11月，进出口总值2161.8亿元人民币，同比
增长49.2%，增幅居全国第二；实际利用外资133.68亿
美元，同比增长11.7%；实际到位内资4691.41亿元，
同比增长16.5%。

� � � �财政收入增长平稳，1至10月，全省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同口径同比增长7.4%； 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5.3%。

� � � �1至10月，以保障民生为重点的全省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同比增长11.3%。 预计全年可实现110万左右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2500个左右贫困村出列，10个以上
贫困县摘帽。

� � � �1至11月，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13356.4亿元，
同比增长10.5%。前三季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4210元，同比增长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9071元，同比增长8.5%。

辑千秋典籍 纂盛世文章
———大型典籍丛书《湖湘文库》出版纪实

■湘江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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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周月桂
刘勇 奉永成

冬至，岁末。2017年，湖南经济步
履坚定，铿锵前行。

这一年，我省平稳化解“去产能”
阵痛， 战胜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灾害，
在中央环保督察“大考”中攻坚前行。

这一年， 我省经济体制改革向
“深水区”挺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精准脱贫向纵深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开启新征程。

这一年，我省按照“一带一部”定
位，全面推进“三个着力”，大力实施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7300万湖
湘儿女奋力描绘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新画卷。

2017年，湖南经济运行保持了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趋优、转型升
级的良好态势，交上了一份令人振奋
的年度“经济答卷”！

1.实体经济迸发新活力———
产业发展“颜值”高、结构优、

效益好，经济运行稳中提质

华菱集团，湖南国企“龙头”今年
迎来公司发展史上最好时期。

1至11月， 华菱集团实现销售收
入1109亿元，利润52.5亿元；前三季
度，华菱钢铁实现营业收入560.86亿
元，净利润33.11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5.72亿元，所有指
标均为有史以来最优业绩。

“脱虚返实”， 回归传统优势产

业，钢铁华菱成为我省实体经济不断
做强做优做大的最佳注脚。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省委、省政府这一年来保持战略
定力，持续精准发力，以更务实的举
措，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好转
型升级攻坚战，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强产业，抓重点。优先发展新兴
优势产业链， 加大专项资金倾斜力
度， 发布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目录；长
株潭衡加快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
点示范城市群建设；前3批共150个制
造强省重点项目相继实施；国企改革
向纵深推进，担当发展主力军。

产业“颜值”更高。中联重科、铁
建重工等企业挺立行业潮头，“湖南
制造”亮出一张张重量级名片；互联
网产业连续4年高速增长， 今年产值
有望突破800亿元； 装配式建筑和绿
色建筑产业发展综合实力名列全国
第一；新材料产业总量规模进入全国
第一方阵……

产业结构更新。在中高速磁悬浮
列车、3D打印装备、 重大疾病防治等
重点领域，我省共部署实施12个省科
技重大专项、40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科
技攻关项目、120个重点研发项目。前
10月，全省高加工度工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1.7%和14.3%；
高新技术企业今年有望突破3000家。

发展环境更优。基础设施领域投
资保障有力，前10月完成投资0.65万
亿元，同比增长16.6%。“多证合一、一

照一码”全面实施，省市县行政许可
事项分别精简了40%、46%和26%；公
布涉企收费目录清单、落实各项税收

优惠政策、深化“放管服”改革，实体
经济成本进一步降低。

企业效益更好。前10月，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
收入32003.16亿元，同比增长10.8%；
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1494.41亿元，
同比增长23.1%，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
快13.6个百分点。

固定资产投资2.72万亿元， 同比
增长12.79%， 投资增速已连续3个月

“领跑”中部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098.6

亿元，同口径增长7.4%，比去年同期
增幅高出0.9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收入
同比增长5.3%。

2.开放型经济实现新跨越———
实施开放崛起“五大行动”，

招大引强，提升平台，优化环境

岁末的湖南， 开放发展势头不
减、后劲十足：

郴州综合保税区顺利通过国家验
收， 首架进境货运包机开通，“湘欧快
线”布达佩斯至长沙回程班列开行……

今年以来，我省大力实施开放崛
起“五大行动”：“对接500强 提升产
业链”“对接湘商会 建设新家乡”“对
接新丝路 推动走出去”“对接自贸区
提升大平台”“对接北上广 优化大环

境”，开放崛起热度逼人———
对接500强，对接湘商会，围绕先

进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
药、 新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招大引
强， 今年新引进世界500强企业投资
项目8个，湘商回归投资项目743个；

对接新丝路，“湘企出海+综合服
务”平台、埃塞-湖南工业园、中国（湖
南）-波兰工业合作园等境外园区建
设快马加鞭；

对接自贸区，中国（湖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中国（长沙）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 中非合作经贸平台、水
果药品口岸等一批重大开放平台建
设取得突破；

对接北上广，全面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进一步
扩大市场准入对外开放范围，营造国
际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

建厂房、引项目，“135”工程为承
接产业转移搭建大平台———

2014年，省委、省政府提出创新
创业“135”工程，即重点扶持100个创
新创业园，新建3000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引进5000家企业。目前，全省已培
育创新创业园126家， 建成各类标准
厂房3833万平方米，引进创新创业型
企业6038家，为我省经济发展注入新
动能，助力湖南产业链快速提升。

依托“135”创新创业园，长沙市
雨花区崛起机器人产业群，今年产值
可望过百亿元；株洲“中国动力谷”
吸引了邦新材料等31家高科技企业
入驻……

荩荩（下转2版②）

2017，令人振奋的“经济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