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王成奇 马志远）今天上午，第十届全
国“毛泽东论坛”在韶山召开。本届论坛主
题为“毛泽东思想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来自中共中央党校、中
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内研
究机构和高校的近100位专家学者参加研
讨会。

与会学者认为，从毛泽东思想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集中反映
了中国现代社会变革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 生动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与时
俱进的理论品质， 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新视野、新气象、新
境界。

大家还从多个视角对毛泽东思想与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在
的逻辑联系、理论继承和发展作了阐述。有
学者指出， 十九大报告正是循着毛泽东开
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视角，认

识和判断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特别
是主要矛盾问题。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
告中对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深刻阐
述，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
主要矛盾的观点。

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对共产党和共产
党人根本宗旨的定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 这既是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初心的一
个重要基点，也是我们理解新时代、新思想
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十九大报告鲜明表达的
人民立场和人民观，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
义唯物史观的坚定运用和创新。

全国“毛泽东论坛”自2008年设立以
来，每年举办一届，为继承、宣传、弘扬和研
究毛泽东思想，巩固党执政的思想基础，推
进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了作用。论坛由全国
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湘潭大学毛泽东
思想研究中心、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韶山
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中国深圳·民族精神与
中国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2017年12月24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陈阳要闻02

第十届全国“毛泽东论坛”
在韶山召开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李翰）23日晚8时， 湖南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楷林之夜”潇湘爱乐交响乐团成立
交响音乐会在湖南音乐厅举行。 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王柯敏，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
主席欧阳斌，老同志肖雅瑜、谭仲池等出席
音乐会。

潇湘爱乐交响乐团的前身可追溯到
19世纪50年代的湖南师院音乐系教师交
响乐团，现在已发展成一支专业的双管、三
管编制乐团。乐团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著

名指挥家谭利华，著名作曲家廖勇，国家一
级作曲肖雅瑜先生担任艺术指导; 湖南师
大音乐学院副院长夏雄军，著名小提琴演
奏家柴亮担任艺术总监; 中国爱乐乐团常
任指挥夏小汤担任音乐总监。

音乐会在湖南师大音乐学院青年指
挥家周小诗和中央音乐学院著名小提琴
演奏家柴亮的指挥下演绎了《红旗颂》《春
节序曲》《边塞舞曲》《贝多芬C大调第一交
响曲》《春之声圆舞曲》 等十余首中外交响
乐名曲。

湖南师范大学成立潇湘爱乐交响乐团
王柯敏欧阳斌出席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今天，由全国16家书法院
联合主办的“首届全国书法院作品联展”在
湖南省展览馆开幕。 湖北省原副省长韩忠
学，我省老同志唐之享、蔡力峰、李贻衡、谭
仲池出席了开幕式。

首届全国书法院作品联展共展出来自全
国16家书法院的作品252件。参展的作者既有
年近90的书坛耆宿，也有20来岁的书法新秀，
入选作品既有笔墨精湛的传统之作， 也有个
性突出的现代书风。 参展作品由湖南美术出
版社结集出版。展览将持续至12月30日。

首届全国书法院作品联展开展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通讯员 胡志
冠 刘哲成 记者 易禹琳） 昨天，22名在宁
夏挂职的湖南干部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举
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交流会，纷纷表示，
要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 为宁夏经济
社会发展和改革稳定作出贡献。

据悉，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是国务院批
准的国家重点开发区，是国家重要煤炭生
产基地、西电东送火电基地、能源化工基
地和循环经济示范园。昨天，在宁夏湖南
挂职干部先后参观考察了该基地展示中

心、智慧宁东、龙能科技高端电池、宝丰能
源等项目，并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
东时发出的“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
号召。

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
交流会上， 在宁夏湖南挂职干部纷纷表
示， 将牢记总书记在宁东时的重要讲话，
学懂弄通做实十九大精神，围绕各自的分
工，发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认真履职，以
实干的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开展，为宁夏经
济社会发展和改革稳定作出贡献。

湖南在宁夏挂职干部
学习交流党的十九大精神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
员 肖晔）12月21日，位于湘乡经开区的吉昌
动漫玩具有限公司崭新的厂房里，2000余名
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忙碌。 而在几个月前，这
家企业还只是进驻在湘乡市创业孵化基地
的一家中小企业。“孵化基地完善的服务体
系，激活了我们创新创业的激情。这个新厂
房，总投资1.8亿元，占地120亩，年产值近3亿
元。”吉昌动漫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湘乡中小企业创业孵化基地于2009
年由湖南正润创业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简
称“正润创服”）启动建设。近年来，该基地
扎根县域， 积极探索县域创新创业服务平
台建设和产业创新服务。经过几年运营，目
前服务企业达106家。2016年3月， 正润创

服成功挂牌新三板，成为全国首批、湖南
首家创业创新服务挂牌企业。

正润创服总经理杨波介绍，他们组建
专业的管理和服务团队，引进专业机构提
供服务， 聘请53位专家组成专家志愿团，
制定创业补贴与小额担保贷款等优惠政
策，构建“苗圃（众创咖啡、众创空间）+孵
化+加速”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提升基地
运营能力。

“我们还构建了创新创业服务平台，
全面参与县域产业创新服务平台的建设
与运营，以及县域重大项目与产业的专项
咨询、招商引资、政策对接等工作，并与省
内外一些县域开展合作和推广。” 正润创
服董事长彭志林告诉记者。

创业孵化基地助力湘乡中小企业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贺佳 冒
蕞 ）今天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
副书记乌兰宣读了《关于2017年度全省人
口和计划生育工作考核评估结果的通报》。

通报显示，通过对14个市州、122个县市
区和6个管理区的综合考核评估，长沙、株洲、

湘潭、常德、怀化5个市，岳麓区、石鼓区、芦淞
区等38个县市区和管理区获评“全省人口和
计划生育工作优秀单位”；通过对16个省直部
门的综合考核评估， 省委组织部、 省委宣传
部、省委统战部等7个部门获评“全省人口和
计划生育综合治理工作优秀单位”。

通报要求，2018年，全省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坚持计划
生育基本国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改革
完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创造良好的人
口环境。

2017年度人口计生工作
考核结果出炉

5市38县市区和管理区获评优秀单位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今天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 省委常委、
副省长、省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剑飞宣读了《关
于2017年度安全生产工作考核结果的通报》。8
个市被评为安全生产工作优秀单位，3个单位
被“黄牌警告”，3个单位被“一票否决”。

2017年，我省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决策部署， 以遏制
重特大事故为目标，以开展“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年”活动为抓手，切实加强重点行
业领域、重点地区、重要节点和风险时段的安
全监管，强力淘汰煤矿、烟花爆竹、危险化学
品等行业领域不安全落后产能， 全面开展安
全生产大检查， 强力推进重大事故隐患治理
“一单四制”， 确保了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的总

体稳定。
经考核，长沙、衡阳、湘潭、邵阳、岳阳、常

德、张家界、益阳8个市，芙蓉区等37个县市区，
省发改委等34个省直和中央在湘单位，省交通
水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被评为安
全生产工作优秀单位。株洲市、郴州市、娄底市
被“黄牌警告”，攸县、苏仙区、涟源市被“一票否
决”。

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
8市获评安全生产工作优秀单位，3单位被“黄牌警告”，3单位被“一票否决”

� � � �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贺佳 冒
蕞）今天召开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宣读了关于2017
年度市州及县市区、 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综
治工作考核评估结果的通报。 长沙市等138
家单位获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涟源市、
苏仙区、攸县3家单位被“黄牌警告”。

2017年，我省各级党委、政府，省直和中央
驻湘单位，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把综治工作和平安建
设放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谋划、部署和推进，
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建设
更高水平平安湖南取得明显成效， 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省综治委
组织有关部门对全省14个市州、128个县市区
（管理区、开发区），以及285个省直和中央驻湘
单位的年度综治工作进行了考核评估。

在市州及县市区综治工作考核评估中，
长沙、湘潭、岳阳、常德、益阳、永州、怀化7个

市被评为先进市；芙蓉区、浏阳市、南岳区等45
个县市区（管理区）评为先进县市区（管理区）；
芙蓉区、洞口县、桃源县、石门县、南县、江永县、
鹤城区新授予“平安县市区”称号；涟源市、攸县
取消“平安县市区”称号；涟源市、苏仙区、攸县
被予以“黄牌警告”。

在省直和中央驻湘单位综治工作考核评
估中，省纪委（省监察厅）等86家单位被评为先
进单位；省农科所等7家单位被新授予“平安单
位”称号。

建设平安湖南取得明显成效
138家单位获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3单位被“黄牌警告”

�荨荨（紧接1版③）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培育
和打造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带动发
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大力发展工业设计、
现代物流、博览会展等服务业，做强做优影
视传媒、动漫游戏、数字创意等文创产业，
突出抓好马栏山视频文创园建设。 积极发
展金融服务业，加强金融与项目精准对接，
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切
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加快以

“锦绣潇湘” 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建设，
发展旅游装备制造业。

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在具体抓手上
要突出“五个100”，通过“五个100”把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落到实处。 一是抓好100个重大
产业建设项目； 二是抓好100个科技创新项
目，集中力量在新材料、新能源、新一代信息

技术、生物医药、机器人、先进轨道交通、重
大装备、生态环保、航空产业、军民融合产
业、现代农业等领域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和共性技术；三是抓好100个重大产品的创
新，在工业、农业、服务业、文创产业等方面
打造一批“湖南智造”“湖南创造”优秀产品；
四是引进100个500强企业， 包括世界500
强、中国500强、民营500强企业，引进一批
大项目、好项目；五是引进100个科技创新
人才，深入实施芙蓉人才计划，促进人才队
伍建设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在工作导向
上要突出正向激励。健全完善有利于产业
发展的目标体系、支持政策、考核办法、奖
惩机制，形成推进产业项目发展的有效机
制和政策环境。

明年是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

�荨荨（紧接1版①） 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的开
馆，实现了我省领馆零的突破，将有力辐射带
动中部省份与老挝的交流合作， 有力促进我
省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的步伐。

开馆仪式前， 杜家毫会见了沙伦赛·贡玛
西一行。他说，湖南与老挝同处内陆，地理区
位、自然环境相似，经贸和民间交流往来密切，
在发展道路上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合作

的领域十分宽广。随着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开
馆， 两地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将迈向崭新起点，
湖南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
人达成的重要共识， 进一步拓展合作交流空
间，为两地经济贸易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积极
对接相关产业和项目，结出更多硕果。

沙伦赛·贡玛西说，老挝与湖南之间的交
流合作是两国传统友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不断发展的表现。老挝党和政府十分重视
加强与湖南的关系，此次总领事馆的开馆必将
有力推动老挝各地同湖南各领域进一步加强
合作，老挝驻长沙总领事馆将尽全力促进双方
合作不断向前发展。

老挝外交部副部长显佩·宏本央， 老挝驻
华大使万迪·布达萨冯， 省领导陈向群、 黄兰
香、胡衡华、谢建辉参加上述活动。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着力在“破”
“立”“降”上下功夫，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益。

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要更加注重从创新
开放中获取动力。 当今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
代，创新让我们的产品更先进，让我们的产业
更高端，创新让人民的生活更美好。要大力破
除体制机制障碍， 让创新人才焕发出创新的
活力；要继续拓展开放的力度，要坚持引进来
和走出去并重， 在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中有

效对接和参与“一带一路”，助推湖南更加深
度地融入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必须坚持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 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继续推进“三个百
千万工程”，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

实现高质量发展，就要采取超常措施，拿
出过硬办法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
贫 、污染防治 “三大攻坚战 ”，统筹做好稳增

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最终要体现在保障和改
善民生上。 要把全面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增加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服务供给 ，不断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迈向高质量发展，就要自觉坚持和加强党
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把方向、观大势 、谋全局 ，
提高驾驭新时代经济建设的能力和水平，用心
用脑、精准精细抓工作，把握做好经济工作的
“时效度”，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冬至刚过，日光渐长。展望新的一年，我们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湖南经济一定会稳步走向
更加瑰丽、更具品质的新天地 ，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愿景将化为更多的实景。

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
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12月23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周东平 ） 拦门酒迎接四方来客，苗
族鼓舞、侗族芦笙、土家摆手舞热闹了冬日
的洋湖湿地公园。今天，由湖南、江西、湖
北、 安徽四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第三届湘
赣鄂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在长沙李自健
美术馆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肖雅
瑜出席。

本次活动以“非遗点亮美好生活”为主
题。展区达2800平方米，分为湖南展区、鄂
赣皖展区、 精准扶贫与研培成果展区和湘
绣人物绣像专题展展区 , 汇集了61个非遗
项目、2000余件展品，113名传承人现场演
示非遗产品的制作技艺。 观众观看展览的
同时，还可以欣赏表演，亲身体验非遗文化
在当代的继承、发展与再创造。

在我省， 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成为精准扶
贫的新动力。在当天下午举行的“非遗+扶贫”
主题论坛上， 花垣县石栏镇文化站站长麻正
兵等介绍了非遗扶贫的成功案例， 为如何培
育非遗传承保护的生活土壤， 吸引群众返乡
就业，解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问题提
供了思路。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12月28日， 还将在长
沙和韶山两地举办湖南非遗传统技艺与民俗
体验活动、四省民歌汇演、湖南非遗传统手工
艺博览会等活动。

第三届湘赣鄂皖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开展

12月23日，2017年第三届湘
赣鄂皖四省非遗联展在长沙李自
健美术馆开幕， 多姿多彩的传统
舞蹈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惊艳亮相。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非遗点亮
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