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通讯员 席灵芝 记
者 苏莉）2月5日至6日，省政协副主席、省工
商联主席、 省总商会会长张健赴邵阳市调研
非公经济。

5日下午，张健一行赴邵阳市湘窖酒业有
限公司开展实地调研， 详细了解湘窖酒业的
发展情况， 以及企业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 湘窖酒业有限公司是金东集团旗
下的大型白酒酿造企业，年酿造优质基酒5万
吨，原酒窖藏能力10万吨，是代表湘酒产业高
度的地标。

随后，张健在邵阳市召开了“抓重点、
补短板、强弱项”非公经济调研座谈会，与
部分邵阳非公经济人士代表交流座谈，听

取他们在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降低实体经
济成本、解决“三门”“三山”问题等方面的
意见建议。

张健指出， 民营企业的发展要把握好四
点，即讲大势、讲政治、谋发展、懂规矩。 民营
企业家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提振信心、
下定决心、保持恒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地方政府部门要切实为民营企业家解决实际
问题，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倡导
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贺佳玉 王曲波） 全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暨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长沙召开， 会议
表彰了长沙市食药监局等35家“全省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先进集体”和符中华等49名“全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先进个人”。 副省长吴
桂英出席会议并讲话。

我省食品药品安全保持了持续稳中向
好的发展态势。 目前，全省已全面推行食品
生产企业“SC证”，实施食品流通许可证、餐
饮服务许可证“两证合一”。 坚持严管重惩，
彰显执法威力。 全省共检查“四品一械”生
产经营单位89万家次，责令整改8.6万家，吊
销生产经营许可证500多张， 撤销药品GSP

证书195张。
吴桂英强调，食品药品安全是民生工程、

民心工程， 食药监管工作任何时候都不能有
丝毫放松。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准确把握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的新形势新情况， 提高政
治站位， 增强做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工作的
责任感，以严字当头，牢筑食药安全屏障，以
过硬的措施狠抓各项任务落实到位。

会上， 各市州食药监局及省食药监局各
处室、直属单位分别递交了行风建设责任状、
党风廉政建设责任状。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
员 唐海军）2月6日晚， 省委政法工作会议刚
一结束，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座谈会紧接着召
开。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工作
的重要指示和省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 副省
长许显辉出席座谈会。

会议听取了省司法厅和部分市州司法局

主要负责人先后发言后， 许显辉充分肯定我
省司法行政系统在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营造公平正义法治
环境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 他强调，要提高
政治站位， 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忠诚履职，尽责担当，与时代相呼应，与人民

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要相契合， 推动公
共法律服务从“有没有”向“好不好”的历史性
跨越。 要压实责任，自觉对标对表，勇于挑最
重的担子，敢于啃最硬的骨头，善于接最烫手
的山芋，按照省委打造法治湖南“升级版”的
决策部署， 加快推进司法行政改革， 攻坚克
难，防控风险。 要补齐短板，以公共法律服务
为总抓手，夯实基层基础，将法律服务送到群
众身边。 要抓好队伍政治建设、 党风廉政建
设，关心关爱基层民警，推动司法行政工作更
好更快发展。

全省食品药品监管会议召开
吴桂英出席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座谈会召开
许显辉要求压实责任实现新作为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张健在邵阳市调研非公经济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李国斌）新
春佳节来临之际，2月6日上午、7日下午，省
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走访慰问
了宣传文化系统老专家、老文艺家，向他们
送去新春的祝福。

蔡振红先后看望了省社科院原副院长
张萍，湖南日报社原副总编辑、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专家李均， 岳麓书社资深编辑、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钟叔河， 原省新闻
出版局党组书记、局长陈满之，省美协原主
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黄铁山。 5位
老专家、老文艺家，均已80岁以上，他们曾

经为湖南宣传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每到一处， 蔡振红都关切询问他们的生活、
工作情况，嘱咐他们保重身体。

“老专家、老文艺家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
富，是湖南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标杆。 ”蔡振红
表示，他们德艺双馨、敬业专业，值得我们学习
传承。湖南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思想文化建设有
基础、有人才、有亮点，要着眼加快建设文化强
省，注重发挥宣传文化系统老专家、老文艺家传
帮带作用，着力培养更多优秀青年人才，不断推
出有温度、有筋骨、有“湘味”的文化精品，为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 � � � 1.盛正发，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周雄，男、湖南省广播电视台；
3.童中贤，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4.柳岳波，男、湖南省歌舞剧院有限责任

公司；
5.郑学军，男、湘潭大学；
6.王金斌，男、湘潭大学；
7.田宇，男、吉首大学；
8.胡穗，男、湖南工学院；
9.刘高强，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10.龙献忠，男、湖南文理学院；
11.王卫军，男、湖南科技大学；
12.刘跃军，男、湖南工业大学；
13.吴家庆，男、湖南师范大学；
14.何振，男、湖南城市学院；
15.刘忠松，男、湖南农业大学；
16.黄福华，男、湖南商学院；
17.王宇红，女、湖南中医药大学；
18.魏克湘，男、湖南工程学院；
19.郑燕虹，女、湖南师范大学；
20.易自力，男、湖南农业大学；
21.杨灿群，男、国防科技大学；
22.刘斌，男、湖南工业大学；
23.黄守道，男、湖南大学；
24.常小荣，女、湖南中医药大学；
25.刘望，男、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26.童小娇，女、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27.陈伟，男、湖南有色金属研究院；
28.肖金成，男、湖南省煤炭地质勘察院；
29.成应向，男、湖南省环境保护研究院；
30.万剑平，男、湖南省交通科学研究院

有限公司；
31.陈浩，男、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32.夏登勇，男、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

司；
33.何国强，男、中冶长天国际工程有限公

司；
34.李波，男、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35.刘夏清，男、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36.廖寄乔，男、湖南金博碳素股份有限公

司；
37.李爱武，男、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38.杜升华，男、湖南海利集团；
39.高一平，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40.阳绍伟，男、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有限公司；

41.欧旭晖，男、湖南云箭制导航空弹药研
究开发有限公司；

42.雷泽恒，男、湖南省湘南地质勘察院；
43.张建新，男、湖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
44.周重旺，男、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45.黄道友，男、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
46.林戈，男、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
47.谭元生，男、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
48.刘江华，男、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49.粟建文，男、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50.刘芳清，男、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51.方超英，女、湖南省妇幼保健院；
52.周国华，男、解放军第169医院；
53.伍远安，男、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院；
54.肖嵘，男、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55.郭照辉，男、湖南省微生物研究院；
56.杨金凤，女、湖南省肿瘤医院；
57.肖海波，男、邵东县第一中学；
58.旷庆华，男、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
59.邓菊发，男、湖南长丰猎豹汽车有限公

司；
60.胡能勇，男、湖南省地质博物馆；
61.马捷，男、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62.贺刚，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63.夏显忠，男、湖南航天捷诚电子装备有

限责任公司；
64.樊友权，男、株洲联诚集团减振器有限

责任公司；
65.周泉，男、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66.林忠秀，女、衡阳县农业局；
67.欧小球，男、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68.林春龙，男、岳阳市二人民医院；
69.张运胜，男、安乡县农业局；
70.庹年初，男、张家界市农业科学技术

研究所；
71.周和中，女、益阳市资阳区妇幼保健

院；
72.徐自强，男、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3.杨铭，男、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74.陈告，男、怀化市农业科学研究所；
75.杜友红，男、娄底市中心医院；
76.彭际淼，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柑

橘科学研究所；
77.尹钟，女、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78.邹宇锋，男、株洲联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79.胡文胜，男、湖南省煤业集团红卫矿业

有限公司；
80.符志良，男、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

公司；
81.龚井波，男、湘电动力有限公司；
82.李铁军，男、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

司炼铁厂；
83.肖娟，女、株洲冶炼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84.赵练平，男、湖南省煤业集团金竹山矿

业公司；
85.黄长庚，男、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

司；
86.夏增明，男、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检修

公司；
87.谢辉，男、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四十八

研究所；
88.卢松，男、湖南涟钢培训中心；
89.曾红兵，男、湖南工业大学；
90.赵兵，男、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
91.李湘宁，男、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

司；
92.王洪，男、湖南省工业技师学院；
93.段树华，男、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94.秦庆祚，男、湖南省第一测绘院；
95.刘光华，男、湖南兵器建华精密仪器有

限公司；
96.文晶，男、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工程

起重机分公司；
97.王伟，男、湖南凯斯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98.Jurgen� Cobbaut柯·泽尔根，男、华菱

安塞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
99.Timothy� Robert� Billiar� 提摩西·罗

伯特·比利尔， 男、中南大学；
100.Shi� Caijun史才军，男、湖南大学。

�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于振宇）今天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日前， 省人社厅印发
《关于公布2017年度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
贴人员名单的通知》， 经专家评审， 报省委
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和省人民政府批准， 湖南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盛正发等100位同志被
选拔为2017年度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
员， 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每人一次
性发放特殊津贴人民币10000元， 由省财政
专项列支， 免征个人所得税， 颁发湖南省政

府特殊津贴证书。
《通知》 指出， 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工

作是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加强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 各地、 各
有关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 支持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在科技创新、 成果转化、 人才培
养、 决策咨询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要关心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工作和生活， 改善他
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组织他们深入城乡基
层和中小企业开展服务活动， 充分发挥他们

在服务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
《通知》 强调， 各地、 各单位要切实加

强对省政府特殊津贴工作的领导， 建立健全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服务管理制度， 加强人
选后续考核管理和跟踪服务。 大力宣传湖南
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的突出业绩和先进事
迹， 发挥专家的辐射带动作用， 激励广大专
业人才创新创业创优，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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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谦）今天上午，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在长沙召
开。 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强调，
要把握新时代新机遇，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
入实施“凝心聚力新时代”行动，努力开创全
省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新局面。

黄兰香指出，做好2018年统战工作，要
着力加强政治引导， 把增进政治共识贯穿
于统战工作全过程；着力服务中心大局，深
入实施“凝心聚力新时代”行动，积极建言
献策，投身脱贫攻坚，助力创新开放；着力
加强党外人士培养使用， 努力建设一支高
素质党外代表人士队伍； 着力破解新的社
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等重点难点问题，推
动中央和省委有关决策部署落实落地；着

力扩大朋友圈，聚焦解决人心和力量，抓住
重点群体，用好社团组织，壮大共同奋斗的
力量；着力形成工作合力，不断巩固和发展
党委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
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

黄兰香强调，要在全省统一战线大兴调
查研究之风， 带着如何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 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问题去调研，用
调研得出的正确结论指导工作，推动新时代
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会议表彰了2017年度全省统战工作实
践创新成果、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创新成果和
统战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对年度统一战线聚
力脱贫攻坚行动成效突出单位进行了通报
表扬。

� � � �湖南日报2月7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
员 张维）今天上午，湖南省党史联络组迎春
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党史联络组组长王克
英、顾问赵培义、常务副组长杨泰波等参加。

去年来，全省党史联络组工作围绕“一
聚焦、两推进”党史工作总体部署，坚持党
史姓党、以史铸魂，在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和
开发利用、党史惠民、红色旅游和精准扶贫
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结合“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
进全省党史宣教工作。

会议强调，今年全省党史工作要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旗帜鲜明反对历
史虚无主义。要深化党史研究，重点抓好“湖
南农业发展”专题回忆录征编工作，配合做
好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改革开放40周
年、 新民学会成立100周年及湘南起义、桑
植起义、 平江起义90周年等重要党史人物
和党史事件纪念活动。 强化育人功能，讲好
湖南故事，使红色基因在三湘大地得到更深
入广泛的传承和弘扬。

让红色基因更广泛传承
省党史联络组迎春座谈会召开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召开
黄兰香要求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创新发展

沈德良

这些天，与家人通电话时，总会有哪家
娶媳妇场面热闹、 哪家嫁女陪嫁风光之类
的话题， 似乎这些东西成了烘托节日气氛
的一道“风景”。

又是一年春节到， 对许多农村人来说，除
了“过年”之外，还有很多事情要操办，比如婚
嫁等喜事。平时，很多人外出打拼，所以嫁娶之
事便扎堆在春节前后，另一方面，这些年来农
村操办这类喜事的排场越来越大，不少家庭有
攀比心理， 似乎不多花费一点就没有面子，在
邻居面前直不起腰，做不起人。 因此，每逢春
节，对不少人来说，随礼成了一笔数额不菲的
开支，让人感叹“年终奖不够花”。

这些年来， 一些地方攀比之风越刮越
甚：动辄几万、十几万的天价彩礼让不少家
庭感叹“娶不起”，平时名目繁多的“随礼”让
人“还不起”。

前些年，一份“彩礼地图”走红网络。 虽
然其准确性存在质疑，但调查结果显示，大
部分地区的彩礼价位不断走高，“儿子娶媳
妇，爹娘脱层皮”的现象，在不少地区的农村
仍然普遍存在。 而且越是经济欠发达的地

方，彩礼要价越高。陈旧陋习让一些家庭“因
礼返贫”“因婚返贫”。

合情合理的人情交往，是维系“熟人社
会”乡风民俗的“润滑剂”。 但确实需要在传
统礼俗与陈规陋习之间划出一根红线 ，让
“鸡犬相闻”的乡村，既有浓浓的人情味，又
不至于背上人情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明确指出，要遏制大操大办、人情
攀比等陈规陋习。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
统工程，既涉及到产业发展，也涉及到设施
建设；既攸关文化塑造，也攸关社会治理。在
河南柘城，全县515个村、社区全部建立红白
理事会，让有威望的乡贤、老干部、老教师加
入，倡导红事新办、白事简办，明确农村红白
事参照标准，各村商讨确定本村标准，写入
村规民约。也就是说，通过村民自治，该地达
到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约束的目的。

振兴乡村， 绝非简单物质财富的累积，更
需要让农民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帮助他们更
新思想观念和生产生活方式，接受现代文明的
洗礼和熏陶。这就需要在潜移默化的移风易俗
中，倡导劳动致富、勤俭节约的新风尚，让乡村
振兴战略拥有源源不竭的精神动力。

三湘时评

要有人情味，别背人情债100位同志
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

湖南省2017年度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名单
（100名）

链接

进一步发挥好
老专家老文艺家的重要作用

蔡振红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地处山区的弼时镇白鹤洞村，搬迁的贫困

群众即将在易地扶贫安置点新居过春节。乌兰
一连走访慰问了江金良、 彭均民两户群众，为
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江金良、彭均民两家虽
然遭遇了困难，但新一轮精准扶贫让他们吃穿
不愁看得起病，还住上了新房。“感谢党的政策
好！”他们连声道谢，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乌兰强调， 要严格落实各项扶贫政策，统

筹推进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脱贫攻坚，确保脱贫
摘帽不落一户不落一人。 要通过精准扶贫，形
成帮扶各类困难群体的长效机制，消除绝对贫
困，不断降低贫困发生率。要善于走进群众内
心，注重精神帮扶，增强贫困群众克服困难的
信心， 激发他们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动力。要
弘扬扶贫助困的传统美德，关心贫困群众的生
产生活，营造人人关注、支持、参与扶贫的浓厚
氛围。

�荨荨（紧接1版③）全年将审议南山国家公园条
例、乡镇人大工作条例等12件法规草案，重点
做好洞庭湖保护条例、 土壤污染防治条例等
14件法规项目的立法调研， 审查批准市州提
请省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的立法项目。听取和
审议“一府两院”专项工作报告12个，计划、预

决算、审计工作报告9个，开展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执法检查，围绕洞庭
湖综合治理情况、乡村振兴战略等开展专题调
研，加强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委办公厅有关文件
精神。

�荨荨（紧接1版①）系统谋划好今后三年深度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分步实施、扎
实推进； 各级各部门既要各司其职、 各尽其
责，又要通力协作、相互补台，凝聚攻克深度
贫困堡垒强大合力； 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 打通重大扶贫工程和到村到户
帮扶措施落实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许达哲最后说，春节临近，各级各部门
特别是基层负责同志要主动关心深度贫困

地区群众，组织好入户排查和慰问活动，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要特别注重防范节庆期
间各类安全隐患， 确保大家能够过一个暖
心祥和的春节。

会上，省扶贫办就《湖南省关于支持深
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实施方案》 进行解
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长沙市、桑植
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城步苗族自治县作表
态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