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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周怀立）
株洲市清水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取得重
要阶段性胜利。至12月上旬，今年计划关
停的148家企业已关停147家， 清水塘地
区需关停的153家企业仅剩6家， 明年将
全部关停。前不久，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在株洲调研时，对此给予
充分肯定。

株洲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批重点建设的8
个工业城市之一。 核心区面积15.15平方公
里的清水塘地区是株洲工业企业最集中的
区域，最多时汇集了重化工业企业270多家，
为国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清水塘也成
为湘江主要污染源之一。2013年，清水塘老
工业区被列为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工程”7
个重点区域之一，后来又被列为全国21个城
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试点、全国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试点区域之一。

该市以壮士断腕的意志和决心，把清水
塘老工业区搬迁改造作为实施湘江保护与
治理“一号工程”、推进株洲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与加快株洲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重大
工程，举全市之力攻坚，推动清水塘脱胎换
骨、凤凰涅槃，还全市人民一个真正的“清水
塘”。今年2月，该市发出“攻坚令”，要求片区
153家企业全部关停， 对有意向转移转型的
61家企业选址搬迁。同时，组建清水塘投资
集团，多方融资35亿元，用于企业关停土地
收储， 拥有自有土地的56家企业已有54家
签订收储协议。投资100亿元，对1.3万户3.1
万人进行棚改安置。

目前，随着保税物流中心（B型）全面建
成，清湖路等基础设施加快建设，一批新的
战略投资者将目光投向清水塘，15家优势企
业联合体和60多家企业正在洽谈投资。按
照规划，未来的清水塘地区将建设工业遗址
乐园、会议会展中心、体验式商业街、影视文
化中心、创意工坊等，以虚拟现实、情景体
验、影视动漫、旅游休闲等形式，打造中国工
业版“迪士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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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张雪珊 范涛）最近，邵阳市双清区邵阳高华工贸实
业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至此，这个不到30万人口的小区，已拥有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18家。今年来，全区申请专利508件，
获发明专利授权30件，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居邵阳
市第一。

近年来，双清区抓住发展实体经济不松劲，把科
技创新当作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要素，致
力实现发展模式由“汗水经济”向“智慧经济”转变。
区里设立1000万元企业创新奖，用于奖励被认定为

国家级、省级高新技术企业以及获得国家、省及邵阳
市科技进步奖的企业。并大力推进质量强区，鼓励企
业争创名优产品。 区里每年从当年获评省级名牌产
品、省优质产品的企业中评出2至3家，授予“区长质
量奖”，每家企业奖励30万元。对获得省以上名牌和
著名商标的企业，也进行一次性奖励。同时，加大技
术创新投入。2015年至2016年， 全区共投入研发经
费4.89亿元，创历史新高。今年预计可完成研发经费
投入3.72亿元，比上年增加58%。

双清区还采取措施，鼓励开展以企业为主体、市
场为导向、利益为纽带、政府作推动的产学研合作，

已成立院士工作站1家、博士工作站2家，与中国工程
院、湖南大学等单位建立区校合作、企校合作等关系
50多对。 湘中制药有限公司依托中国医学科学院、
湖南大学等院校，近年承担了10多项国家、省、市科
技成果推广项目，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这个一度
濒临倒闭的企业，近4年累计上缴税收近2亿元。

目前， 双清区已培育发展高新技术企业44家，
涵盖农业、机械制造、医药、化工、新能源等多个领
域，带动和促进了全区工业企业转型升级。今年前3
季度， 该区企业完成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
总产值46.6%、同比增长32%。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通讯员 黎治国）在桑植县人潮溪镇海拔千米的南滩
村，深冬寒意难掩村民丰收喜悦。采摘、清洗、装车，
一车车高山萝卜驶出村外。 村支书吴杨明说，“桑植
萝卜”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后一路畅销，今年
全村预计产量100万公斤，至少有300名贫困群众因
此增收。

生态是桑植最大的优势，森林覆盖率达72.1%。
2013年开始，按照“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思路，
该县坚持不推山、不砍树、不填塘，宜林则林、宜果则
果、宜花则花，每年减少采伐商品材指标1万立方米，

由县财政直接补贴林业经费100万元， 发展生态农
业、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不断推进美丽
乡村建设。

翻山越岭穿行于青山绿水的人潮溪， 记者见识
到“山顶蔬菜烟叶、山腰茶叶雪莲、山下苗木花卉、水
中养殖休闲”的生态绿色产业链。桑植县县长赵云海
介绍，近5年，桑植县“抱团作战”发展绿色产业基地
150多万亩，粽叶、烟叶、白茶、蜂蜜、大鲵、萝卜等生
态产品享誉全国，以资源合作、基地带动、园区带动、
委托帮扶、股份合作、产品购买6种产业扶贫模式，带
动近4万贫困人口脱贫。

环境美，物产丰，桑植乡村生态旅游蓬勃兴起。
走进杨家洛、梭子丘、实竹坪、洪家关等“绿富美”乡
村，休闲农庄、观光采摘园、民俗村、生态农家乐比比
皆是，引来城里人络绎不绝。目前，该县建成国家级
生态乡镇1个、国家级生态村1个，创建省、市级生态
村300多个，被列入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试点县，成
为全国绿色能源县、绿化模范县、林下经济示范县。

“靠山养山，靠水养水，努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桑植县委书记刘卫兵表示，希望在生态，发展更
在生态。未来，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开启生态文明
建设新征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新桑植。

“智慧经济”争锋芒
双清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工业总产值46.6%

青山绿水“淌真金”
桑植近5年发展绿色产业基地150多万亩，带动近4万人脱贫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从就业、教育、医疗到住房、养老……省
委经济工作会议把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处
处回应着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新向往。

新对应着旧。临近岁末，盘点湖南这一年
的民生改善，成绩不凡。清一清项目，为民办
实事项目全面完成；比一比投入，财政民生支
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达到70%以上；
数一数钱包，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跑赢经济增
速；掂一掂“饭碗”，新增城镇就业超额完成年
度目标；算一算脱贫，140万左右农村贫困人
口成功脱贫；盯一盯生态，中央环保督察发现

问题整改到位， 洞庭湖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大
力推进；看一看安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
向好……2017年 ，湖南经济稳中向好 、稳中
趋优， 每项民生指标都在各自的刻度尺上持
续攀升。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
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立足于不
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描绘的民生新蓝图，让人振奋，
令人向往。

幼有所育、 学有所教方面， 办好学前教
育、特殊教育，消除超大班额，解决中小学生
课外负担重、“择校热”等突出问题，饱含了对
青少年的倾情关爱；劳有所得方面，确保辛苦

劳动的农民工们拿到汗水钱，做好离校未就
业毕业生 、 农村转移劳动力 、 城镇困难人
员 、去产能分流职工等群体就业 ，折射浓浓
的为民情怀 ； 病有所医方面 ， 完善医保制
度 ，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加强
重大传染病疫情防范 ，“病有所医 ”向 “病有
良医 ”升级 ；老有所养方面 ，继续提高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
准 ，鼓励社会资金进入养老 、医疗等领域 ，
养老服务政府托底更需社会托举 ； 住有所
居方面 ，加强新市民公租房保障 ，实施城镇
棚户区改造27.76万套、 农村危房改造10万
户，进一步落实“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
炒的”的承诺；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召开第123次主任会议。 会议决定于
2018年1月4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二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韩永文
主持会议，副主任谢勇、刘莲玉、李友志，
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省委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将审议有关人事事项。

会议学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平在湖南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会议学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在各省
人大常委会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还学习了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在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
作小组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主要
工作和2018年工作安排、 关于召开省十三
届人大一次会议有关事项。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近日，省委印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
督促检查工作的实施意见》（简称《意见》），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
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湖南实际，从主要任务、
工作制度、责任体系、效能建设、结果运用、队
伍建设等方面， 对做好新时代全省党的督促
检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和创新举措。

《意见》要求，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
头，深入一线、真督实查，跟踪问效、强化问
责，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令行禁止，确保中
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推动党的决策落实的重要手段
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督促

检查工作是推动党的决策落实的重要手
段，是促进党的决策完善的重要途径，是改
进党的作风、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
的重要渠道。

《意见》明确，全省党的督促检查工作的
主要任务是推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贯彻执行， 推动党中央和全省各级党
委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意见》提出，开展督促检查工作，要坚
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聚焦问
题，依法依规、分级负责，实事求是、务实高
效的原则。要紧密结合工作实际，建立健全

重大决策部署任务分解、 决策落实情况报
告、批示交办事项办理、回访调研、调研督
查、联合督查、督促整改、核查复核等工作
制度，提升督促检查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制度化水平。

《意见》要求，创新督促检查方式方法，建
立督促检查工作大数据库。坚持点、线、面“三
位一体”开展督促检查，综合运用联合督查、
交叉督查、联点督查、第三方评估、媒体暗访、
群众监督等方法，发现问题，推动落实。坚持
真督实查，突出问题导向，克服形式主义，注
重工作实效，更多采用“四不两直”方式，深入
基层一线特别是困难多、 矛盾多的地方开展
督促检查。

荩荩（下转2版①）

省委出台实施意见加强新形势下党的督促检查工作———

真督实查，确保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提升民生福祉，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五论贯彻落实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第123次主任会议

决定省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明年1月4日举行

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张小菁 夏润龙）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发
布会。 省科技厅党组书记童旭东发布了新出台

的《湖南省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
（2017—202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据介绍，制订实施《行动计划》是推动《国

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和《湖南省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深入贯彻
和落实的主要举措，也是推进《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建设科技强省的实施意见》 和《湖南省
“十三五”科技创新发展规划》落地落实的主
要抓手。 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实现到
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
到2.5%，不仅是科技创新考核指标，同时纳
入了小康社会考核。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省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行动计划（2017—2020年）》出台
实现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达到2.5%

12月28日下午，中欧班列长沙至德黑兰从长沙北铁路口岸国际货场启程。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习近平接见2017年度驻外使节工作会议
与会使节并发表重要讲话

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心无百姓莫为官

———习近平同志帮扶下姜村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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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8日讯 （记者 张颐佳
见习记者 黄婷婷 通讯员 李双妍 张文博）
今天，中欧班列长沙至德黑兰首发。15时26
分，满载着日用品、服装、家用电器等物品的
51个集装箱班列，从长沙北铁路口岸国际货
场启程。

长沙至德黑兰班列，每周一列，经霍尔

果斯出境，途经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至
伊朗，全程近1万公里，运营时间约14天。

中国交协亚欧大陆桥国际班列协调服
务中心主任武靖宇介绍，该趟班列的开通筹
备近1年， 是所有中欧班列中运行效率最高
的一条。

荩荩（下转4版）

中欧班列长沙至德黑兰首发
每周一列，全程近1万公里，运营时间约14天
湘欧通道的掌型结构布局完成关键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