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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月 26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3月26日就俄罗斯克麦罗沃市发生
重大火灾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贵国克
麦罗沃市发生火灾，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人的名义， 对所有遇难者表示沉
痛的哀悼， 向受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深
切的同情和诚挚的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罗
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向遇难者表示
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曹向东）“立春以来，公司出口
马来西亚、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轻型履带式
拖拉机较多。”近日，郴州农夫机电公司董事
长黄太平介绍，去年底以来，该公司抢抓春
耕备耕前期商机，拿到不少国外订单，两三
天就有一个集装箱的农机出口。

郴州市农机制造业曾一度遍地开花。到
本世纪初，由于市场变化，原来的农机小企
业难以生存，纷纷倒闭。郴州市农机局局长
胡好民介绍， 为了让农机产业再次崛起，近
年来，该市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各类资金
进入农机行业，初步形成了以粮机为主打产
品的郴州粮机公司、以轻型履带式拖拉机为

主打产品的郴州农夫机电、以烟草专用机械
为主打产品的郴州田野农机制造公司等“各
领风骚”的发展新格局。目前，郴州制造的轻
型履带式拖拉机占全国市场份额50%，烟草
专业机械占全省市场份额80%，郴州再次成
为省内重要农机生产基地。

荩荩（下转5版①）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邓星照 魏志刚）3月22日，邵东县投资
30亿元的智能制造小镇项目签约。 此前，该
县还表彰了首届“产业兴县”十大领军人物，
以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大办产业、发展实体经
济的热情，推动“产业兴县”。该县大力实施
“兴工旺商、转型升级”战略，主抓实体经济，

以创新驱动引领实体经济快跑。
去年， 邵东县为创新驱动引领实体经济

发展，设立产业引导基金20亿元、创投基金4
亿元、工业发展资金1亿元，力度前所未有。同
时，大力推动园区集聚发展，产业发展迸发新
活力， 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县规模工业
增加值72%。新成立的县湘商产业园已建成标

准化厂房120万平方米， 完成3D打印模具制
造、新能源、电子信息等5大高新技术产业规划
布局。邵东经开区获评全省“双创”示范基地。

该县还以产业链集群招商为重点，引进
一批产业和科技“头雁”，助推产业升级。近
两年，有21家高新企业落户邵东。

荩荩（下转5版②）

就俄罗斯克麦罗沃市发生重大火灾

习近平向普京致慰问电

新华社北京3月26日电 中国与葡萄
牙语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26日在广州
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中国同葡
语国家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司法领域交流合
作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这次会议对促进中国
同葡语国家司法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将为

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 此次会议以“挑战与超
越———互联网时代的司法”为主题，具有重
要现实意义。希望各位代表深入交流、积极
探讨，努力推进互联网国际法治，让互联网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中国与葡萄牙语国家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广州开幕

习近平致贺信
靠持续创新再次崛起蜚声业界

郴州农机出口26个国家和地区

“邵东智造”拉动实体经济快跑
新型工业化工作居全省前列，去年地区生产总值、规模工业增加值均比上年增长逾10%

�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刘笑雪 ）今天
上午， 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在长
沙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
坚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根本遵循， 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思想，忠实崇尚宪法、自觉遵守宪法、坚
定捍卫宪法， 认真落实全省法治政府建设
各项任务，确保实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
政府的目标。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主持会
议，省领导何报翔、隋忠诚、陈飞、吴桂英、
许显辉、陈文浩，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前，66名省政府任命的国家工作人
员向宪法宣誓，许达哲担任监誓人，要求大
家心存敬畏、忠于宪法、锤炼党性、恪尽职
守，把誓言转化为实际行动，把宪法精神落
实到具体工作中。许达哲强调，要自觉向
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向党中央看齐，坚持党
对一切工作的领导， 把宪法实施摆在新时
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突出位置， 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更加自
觉地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更好
地发挥宪法在治国理政、 执政为民中的根
本作用， 把宪法和法律要求贯穿于湖南改

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
许达哲充分肯定近年来湖南全面推进

法治政府建设所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准
确把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目标、 新部署对法治政府建设提出的新要
求，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进一步转职能、
转方式、转作风，构建起职责明确、依法行政
的政府治理体系，提高政府执行力；完善依
法行政制度体系， 进一步明确立法权力边
界，任何政府规章的出台，都要充分贯彻宪
法精神，不能违背宪法原则；推进行政决策
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打造诚信政府；深
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此次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为契机， 解决多头多层重复执法问题；
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行政监
督、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的协调配合，形成
强有力的监督合力； 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
盾，充分发挥法律在预防、解决行政争议和
民事纠纷中的主体作用。要坚持党对一切工
作的领导，全面增强政府工作人员依法行政
能力，加大法治政府建设在政府绩效考核中
的权重，强化法治政府建设的组织保障。

省政府法制办、省公安厅、长沙市、益
阳市和衡东县、 武陵区相关负责同志分别
作经验发言。

许达哲在全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思想
确保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

会前，66名省政府任命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

�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部
署省属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企业整合重
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等工作，批准2017
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评审结果。

会议听取了省属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
与企业整合重组、 省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

关情况的汇报。会议指出，要坚定不移深化国
资国企改革，全面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
快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加强企业内部管
理，突出主业，充分发挥企业市场主体作用。
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优化国有资本
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整体功能和效率。要
在加强党建、增强活力、优化布局、提质增效、

防止流失上下功夫，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
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要上下联动、
加强协调， 高质量推进省属国有资本经营预
算工作，加强绩效管理和监督检查，提升国有
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效益。

会议原则同意2017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
奖评审结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
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领域
科技创新，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重在实干、重
在实绩， 让科研人员将成果写在三湘大地
上。要围绕增进民生福祉，开展重大疾病防
治、食品安全、污染治理等领域攻关，让人民
生活更美好。

荩荩（下转3版①）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部署省属国有资本
布局结构调整等工作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午，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
2018年度第一次集体学习会，围绕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进行
深入学习。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强调，要进一
步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 始终恪守党对政协工作的领
导这条根本政治原则。

省政协领导戴道晋、赖明勇、胡旭晟、
彭国甫、易鹏飞、张灼华、葛洪元、袁新华、

卿渐伟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传达学习了全国两会精神和中央
有关文件精神。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发言。

李微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
党制度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了新型政党制
度的鲜明特点、独特优势、重要作用，为在新
时代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和政治协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 发展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指明了方向。 荩荩（下转3版②）

李微微在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体学习会上强调

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始终恪守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

�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
下午，2018年全省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
查工作部署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乌兰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重要战略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力推问题
整改，坚持不懈抓好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
查工作，坚决打好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乌兰肯定了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

工作的成绩。她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
发重要战略思想是我们做好联点督查的根
本遵循，是解决各种扶贫工作难题的“金钥
匙”，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反复学，带着问
题学、联系实际学，把握精神实质，做到融会
贯通，用以指导实践。要准确把握脱贫攻坚
形势，增强“四个意识”，履行政治责任，切实
抓好督查责任落实。 荩荩（下转3版③）

乌兰在2018年全省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部署会上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力推问题整改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举行第6次主任会议。 会议决定于3

月30日至31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次会议。

荩荩（下转3版⑤）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6次主任会议

会议决定省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本月30日举行

湘江母亲河
水清景更美

3月26日傍晚，湘江长沙
段风帆广场边， 夕阳照射下
的湘江水滴犹如一颗颗明
珠，晶莹剔透。近年来，长沙
市全面推进水生态文明建
设， 实施水源开辟、 河道整
治、水系连通、水污染治理等
85个工程，水安全、水环境、
水管理、水制度、水生态和水
文化六大体系建设成效显
著， 近日被评为首批国家水
生态文明城市。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评论员

“锐意创新、埋头苦干，守望相助、团结奋
斗， 扎实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是第一
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今
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 这为湖南推动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从十九大到今年全国两会， 高质量发展
理念的轮廓愈加清晰、涵义愈加鲜明。它不仅
代表着中国制造要从过去偏重数量和速度的
生产转变为专注品质的精益生产， 更是指中
国经济在新时代将是遵循自然规律、 经济规
律和社会规律的健康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起步早的湖南抢
得了先机、尝到了甜头。华菱湘钢改革创新释
放出蓬勃活力，探索出钢铁企业转型发展、省
属国企深化改革的“湖南样本”；长泰机器人
打破了国外工业机器人巨头长期在汽车制
造、物流等领域的垄断；华曙高科建构3D打印
完整产业链 ,将再一次引领制造业变革，湖南
近年来重点培育的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开始崭露头角 ， 而务实推进的 “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 ，让工程机械 、轨
道交通、 电子信息等多个行业形成了产业优
势，新能源及电动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
产业发展方兴未艾。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 要激活人才这

“第一资源”。近年来，湖南招才揽才的平台越
铺越广：“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百人计划”“长
株潭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等，立足全球视野
招揽人才；在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做大做强做
优实体经济的蓝图中， 引进一百个科技创新
型人才，与产业、项目、企业并驾齐驱。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必须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 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
实体经济上。从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
略，到“产业项目建设年”全面推开，湖南这些
年来发展实体经济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行动
越来越有力。全国两会刚一结束，省委便立即
部署产业项目建设， 大力培育新产业、 新动
能、新增长极。 荩荩（下转3版④）

迎着新时代曙光 推动高质量发展
———二论以奋斗姿态推动全国两会精神落地生根

央视免费推介“湘”字号农产品———

借助央媒平台 服务脱贫攻坚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