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4月11日 星期三
要闻 06

!"#$%&'()*#+,-./01
234567%879:;<=3$>?@
A !" BCDE(F(::;GHIJKLM
NOPQGIJK3$>?RS;TUV/
0WX12YZ%[\34567%87
9] ^_4`abUcdYe

!!"#$%&'()*+,-
./01

2!345670189:;<
fgLMhi3jkl\(Limn

op=(F*(:q4rs\tlDuvwx
yz{|}~GwxL���wx{|] 1
2%[�^��%G�{|���^���
��� d%Y4����mn&�6�EG
�f|W���4`@����SG���
�`�7] � ¡$%12¢£*¤¥�$
%12¦§E¤¨©ª\(LopG¤«y

z¬{|}~]wxL®¯:;\°±k
²³/012´µG�¶·¸/012´µ
¹Gºwx{|»¼>½¾IJKUh>?
¿ÀfÁÂ1{|wx]HIJKUh>?
¿ÀfÁÃÄ¦Å¹G Wv³«{|>Å]
{|L¯³«{|>Å\§°G»®�Æ°
±Ç¹ÈÉÊ¢Ë]

=!>?@ABC&DE
¬/012\ÌÍ>½iÎÏÐÑG

ÌÒ/012´µ] 4Ó{|�®¯ #$%&
Ô ' Õ #$ Ö× #$%& Ô ( Õ %% Ö=ØÙÖ
tlDÚIJKUh>?¿ÀfÁ²³/0
12´µ)* Ûv¯IJKUh>?¿ÀÜ
=++,-./012+34.+56./2DYÝ�`>½] /
012´µ�¬UckÞÎ4§Eßà]

F!>?!GHIJ+KL
MNIJ "#$%& Ô ' Õ %% Ö× #$%&

Ô ' Õ !$ Ö
>?IJe#$%& Ô ( Õ % Ö "7$$ ×

#$%& Ô ( Õ %' Ö %$7$$*
* * * * OPQ8RSTUVWXIJ "#$%&
Ô ( Õ %% Ö %87$$=áâãäåæ£Úç
èéêë°±\ìíßwxG ¤îï'Ê
ðD

GYIJ "#$%& Ô ( Õ % Ö "7$$ ×
#$%& Ô ( Õ %% Ö %87!$
* * * * Z?!GYKL"IJKñòóôõö
KUh>?¿ÀfÁ3$b÷Êðø

/0ùrúûG§Ëü%ý4þÿ�þ
ÿT!\{|LÐÑ"#{¢\G/0}~
$%^�{¢&ÉG ^�{¢°±q�'
(]

[!\]^_`abVc
\]de"$9!8)9#(8!!#* * 9#(%$"(

* * * * \]5"*+, -Ç. /Ç.
MNfghi"

f 3 $ % K � Ü=:::.;123/0<21.
/5=D

012ÖÊ)3IJÖÊ)
IJK3$>?RÜ4=:::./3+>.

+56./2D
IJKUh>?¿ÀÜ=++,-./012+34.

+56./2D
{|áâãäåæ£»®56{|w

xL\7�ç89%Y:7�ç8GIJK
Uh>?¿ÀfÁ¤�v;{|wxL\
<¡�ì]

jckl"IJKUh>?¿ÀfÁ
abVm"&#$%* !$$$* $$$$* %9$"8

* * * * jcab"IJ=>�?7�@A4r
UB

nopqr6st

nopMu6svwxy

!"#$ z % { #& |

!"#$%&'()*(+,-./01
!"#$%&!!"#$"$ '

}K
~�

} K
l �

rK
��

@A
z�
'z(

rK
��
#)!$

�-./
� �
�

'��*

��
� �
#��$

9:RvT�

���
��
��
+,(

�K�
+,(

9:
OPQ
+��(

RST
+��(

9'#

CDE
�FG
E¿H
IJK

�L *
M N
=OP
�? *
Q R
MND

� L
'$ M
N 9$

#(&%".99 #.$?#.& !#! "!9 %%"($
%$$ �
%$$ \
STU

#'$$ 8!

� � � � 2018年4月11日是王震同志诞辰
110周年纪念日。 王震同志是伟大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卓越
领导人。 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激励着一代代家乡儿女奋勇拼搏、砥
砺前行。

王震同志1908年4月11日出生于
湖南浏阳市北盛镇马战村一个贫苦
农民家庭。 1926年10月，他首次接触
毛泽东同志并受到教育。 1927年1月
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5月
转入中国共产党。 他的一生，是革命
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他是功勋卓著的将军。 在20多年
的戎马生涯中，王震同志英勇作战，7
次负伤， 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功勋。 在
白色恐怖形势下，他从事地下交通工
作，护送过郭亮、蔡畅等许多同志转
移，蔡畅大姐称赞他是“跑得最欢的
骡子”。 1930年，他率领浏阳赤卫武装
100余人赴江西参加组建湘东独立
师，率部英勇作战，有力地配合了中
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1934
年8月，王震同志任红六军团政委，在
任弼时同志的领导下，与军团长萧克
同志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任务，
指挥过十万坪、陈家河、桃子溪等战
斗， 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红军长征，创
建、发展、巩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

地，任弼时称他为长征“英雄虎”。 抗
日战争爆发后，王震同志的部队被改
编为贺龙同志为师长的一二〇师三
五九旅。 1937年9月，他率部进入晋西
北，连克宁武等7座县城，参与创建晋
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他率部进
行了有名的上下细腰涧、作新村等几
十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被八路军
总部和边区政府分别授予“模范党
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 1944年
10月，王震同志任八路军南下支队司
令员，率部南征北战，途经8省，跋涉2
万余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第二次
长征”。 解放战争时期，王震同志率部
同兄弟部队一起，取得青化砭、羊马
河和蟠龙镇战斗的胜利 ， 共歼敌
14000余人。 1949年3月，他主动请缨
率部进军新疆， 参与指挥扶眉战役。
不久，攻取西宁，解放青海。 9月，他率
部由西宁挥师北上， 翻越祁连雪山，
促使新疆和平解放， 为解放大西北，
巩固祖国的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屯垦戍边事业的开拓者。 新
中国成立后，王震同志任中共中央新

疆分局书记、新疆军区代司令员兼政
委，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政
委。 1950年1月，他根据毛泽东发出的
指示， 率部进入新疆开展生产运动，
两年多时间里开荒100多万亩， 在北
疆首次种植棉花成功，打破北纬42度
以北不能种植棉花的历史。 1953年，
王震同志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
兵司令员兼政委，承担修建黎湛铁路
和鹰厦铁路的重任。 他身先士卒，亲
率10万大军，用10个月时间抢建了黎
湛铁路，提前一年时间将鹰厦铁路铺
到厦门，两条战略铁路的修建为开辟
新的港口、巩固东南海防发挥了重要
作用。 1956年，王震同志被任命为国
家农垦部部长，他组织10多万转业官
兵、 大批支边青年和工程技术人员，
奔赴新疆、 黑龙江等地发展农垦事
业，将这些地区建设成为国家生产粮
食和经济作物的重要基地，创造了农
工商贸一条龙的成功经验。

他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1972年，王震同志回到北京参与国务
院的业务领导。 1975年1月，在第四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任命为国务
院副总理。 在此期间，他协助周恩来
总理抓经济工作，支持邓小平同志进
行全面整顿，发展国民经济。 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震同志
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
问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主席。 在中央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后，
他率领相关同志考察深圳、 珠海等
地，研究开发特区工作，推进改革开
放。 他十分关心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的建设， 先后率中央代表团去广西、
新疆、宁夏考察指导工作，为发展民
族自治地区各项事业，增进全国各族
人民大团结呕心沥血。

伟人虽逝， 精神不朽。 我们纪
念王震同志， 就要学习他绝对忠诚、
矢志不渝的坚定信念。 “文化大革
命” 期间， 王震同志第一个向叶剑
英同志提出抓捕“四人帮” 的问题，
为粉碎“四人帮” 作出了重要贡献。
生前， 他在遗嘱中写道： 骨灰撒在
天山上， 永远为中华民族站岗， 永
远向往壮丽的共产主义。 我们要像

王震同志一样， 坚持共产主义理想
信念不动摇，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王震同志，就要学习他
不惧困难、 勇挑重任的担当精神。
1949年，为迅速解放西北，王震主动
请缨率部解放新疆，他说：“我要求到
最艰苦的地方去，到一切需要去的边
疆去，到新疆去！ 那里需要解放，那里
需要开发，那里需要经济发展。 ”当前
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时期，我
们更要发扬王震同志勇于担当的精
神，坚决扛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浏阳担当。

我们纪念王震同志，就要学习他
坚持原则、 不存私心的廉洁作风。
1964年，浏阳新建石灰窑，急需大卡
车装运石灰， 当时县里没有大卡车。
县委领导决定派王震的外甥女董维
去北京向他求助。 当董维说出此行目
的时， 王震很干脆地拒绝了。 他说：
“家乡是要热爱的， 但家乡主义是千
万不能搞的。 ”我们要像王震同志那
样，坚持用权为民，永葆共产党人清

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我们纪念王震同志，就要学习他勇

于创造、 善于创新的实干精神。 1941
年，他率三五九旅来到南泥湾，把南泥
湾建成“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同志亲
笔题词称赞“有创造精神”。我们要像王
震同志那样，敢于创新，推动浏阳市的
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前进。

在纪念王震同志诞辰110周年、
深切缅怀王震同志历史功勋和崇高
精神之际，家乡人民可以告慰他老人
家的是，近年来浏阳市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以项目为抓手、以安全为底线、
以实绩论英雄，开创了经济社会发展
乘势而上、 蓬勃向上的良好局面。
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65.1亿
元，同比增长10.8%；完成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100.2亿元， 同比增长11%；实
现固定资产投资1073.1亿元，同比增
长17.1%， 主要经济指标均保持两位
数增长，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达42770元、29300元， 百强县排名
跃居全国第9， 县域发展水平成功挺
进全国第一方阵。

党的十九大描绘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在新
的征程中，我们要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继
承和发扬王震同志精神风范，创新开
拓、务实进取，朝着全面建设现代化
浏阳的宏伟目标阔步前行。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肖亮 任彬彬） 记者今天从湖
南省科技厅获悉， 该厅牵头制定的
《湖南省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实
施方案》已于近日出台，共遴选出110
个科技含量高、前期基础好、带动能
力强、引领支撑作用明显的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 预期总投资约640亿元，
2018年新增投入约175亿元， 其中带
动研发经费投入约40亿元，将有力支
撑2020年湖南省研发经费投入强度
达2.5%，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战略支撑。

方案显示， 遴选出的110个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紧紧围绕我省“十三
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的10大重点产
业技术创新领域和20条新兴优势产
业链，以产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攻关、重大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重大
民生保障、重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
设为重点实施内容。 项目实施期间，
通过加大综合支持力度，将攻克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 取得一批前瞻性、颠

覆性、引领性技术创新成果，培育一批
新产业、新业态，打造一批产业技术创
新链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促进创新资源配置更加高效， 创新创
业生态更加完善， 有效推进和释放技
术创新与人才聚集的倍增效应。

“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是全
省科技创新工作的重中之重。 根据方
案， 省科技厅将加强与相关部门、市
州、园区、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工
作协同， 集成创新资源， 实现综合支
持。包括优先向国家推荐“100个”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实施单位， 承接国家科
技重大专项、重点研发计划、创新平台
建设任务和科技创新2030重大项目；
有机融合省级科技创新计划， 将“100
个”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需求纳入省科
技创新计划申报指南支持范围， 按程
序进行择优支持；优先对“100个”重大
科技创新项目承担单位开展科技金融
试点、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技术创新成
果双向交易补贴、 研发投入后补助等
政策试点示范等。

“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实施方案出台

预期总投资约640亿元，实行综合支持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通讯员 傅章荣 刘震）4月9日
下午，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开发银行
湖南省分行行长袁建良， 全国人大
代表、 佳惠超市董事长李小红前往
芷江侗族自治县大树坳乡新庄村宣
讲全国两会精神。

袁建良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

会期间提出的‘五个振兴’为我们指
明了方向，是新庄村发展的好机会。
脱贫摘帽后， 下一步目标就是谋划
产业振兴。 新庄村的高山刺葡萄已
经具备一定基础， 这次李小红董事
长一同前来， 就是帮助我们打通葡
萄销售的渠道。”

李小红表示，将同当地党委、政

府及国开行一道为乡村振兴出力，
在葡萄销售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
让大家没有后顾之忧。

听了他们的宣讲， 村民报以热
烈的掌声。村民说，有了国开行和佳
惠超市支持，心里有了底，种葡萄的
积极性更高了。

新庄村是国开行湖南省分行对

口帮扶贫困村。2015年扶贫工作队
进驻以后，大力改善交通、安全饮水
等基础设施，通过援建光伏电站、引
进大棚葡萄等壮大集体经济。 新庄
村2017年底已经成功脱贫摘帽。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我
们生态振兴的本钱。”袁建良告诉大
家，“新庄村生态环境好， 可以依托
芷江大旅游圈重点发展民宿旅游。
我们已经请了专业团队为新庄村拍
一部宣传片，展示崭新的村容村貌，
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全国人大代表袁建良、李小红到乡村宣讲两会精神

摘掉贫困帽，迈上振兴路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石颂军

4月4日，春光灿烂，微风和煦。
在新邵县陈家坊镇双江村200多亩
的葡萄园旁，该镇镇长、县人大代表
罗昕昊正在与农民们畅谈全国两会
精神，场面热闹非凡。

连日来， 该镇组织镇干部和部
分县、镇人大代表组成“两会精神宣
讲团”，进村入户，进行全国两会精
神宣讲， 把宣讲会开成转变发展观
念的“开窍课”。

“罗镇长，我们村里的产业发展

如何做？ 村民如何脱贫？ ”在该镇双
江村的全国两会精神宣讲现场，村
民石富林第一个发问。

“乡村振兴，首先是产业振兴，
要把产业发展落到促进农民增收
上来……” 罗昕昊对村民说,“全面
脱贫，第一要务是发展产业。 双江
村将继续做好产业基地发展，通过
建立产业基地与贫困户的利益联
结机制， 让更多的农民群众脱贫。
那么， 产业发展要有人才支撑，既
要扶强也要扶弱。 ”罗昕昊的声音
洪亮起来，“‘扶强’，就是扶持一些
返乡农民工， 还有一些有意愿、能

办事、肯办事、能办成事的村民来
创办一些经济实体， 带动全村发
展；‘扶弱’， 就是把贫困户抱团到
联村联创扶贫产业园，通过股份制
的形式构建一户一产业，全面带动
脱贫。 ”

双江村村民石博成对记者说：
“今天听了罗镇长的全国两会精神
宣讲，我心里更有底气了。如今政策
越来越好，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资金、产业往乡镇走，这是大趋势。
我今年发展产业的干劲更足了，我
想把土山羊养殖从去年200只翻至
3倍，今年养到600只。 ”

在该镇观山村， 镇人大办主任
黄博托结合实际， 运用大量的实际
事例和生动的语言， 从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建设、 农村干部队伍建
设、 农村土地承包政策调整、 “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个方面向
大家重点宣讲了“三农问题”， 勉
励大家抢抓机遇， 在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过程中， 实现农民增收、 生
态保护的共赢。

“组织镇干部到田间地头宣讲
全国两会精神， 让两会精神入村入
户，使党的政策家喻户晓；让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走进
每家每户，进到每位群众的头脑中，
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党的
阳光雨露传递给每一位群众。”该镇
党委书记彭利如是说。

新邵县陈家坊镇组织基层人大代表两会宣讲团———

把全国两会精神送到田间地头

弘扬精神风范 开启浏阳新征程
———纪念王震同志诞辰110周年

中共浏阳市委 浏阳市人民政府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罗创 吴婕）今天上午，关爱帕
金森病患者救助活动现场发布会暨第
22届世界帕金森病日活动在湖南省
脑科医院举行。 活动捐资100万元，为
贫困地区帕金森病患者提供治疗费用
资助。

来自宁乡的52岁患者周先生于
2005年被查出患有帕金森病， 患病之
后走路、 举手、 弯腰等行动都受到限
制，也无法自行翻身，非常痛苦。 接受
脑深部电刺激器植入手术之后， 症状
改善了百分之六七十。 医生为周先生
的脑深部电刺激器进行开机之后，周
先生已经可以自行站立、行走。

发布会现场， 农工党湖南省委、湖
南省脑科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长沙
市思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司共同签
署了《关爱帕金森病患者救助活动协
议书》。 在多方共同协作下，将为20名
来自我省贫困地区的帕金森病患者提
供脑深部电刺激器植入手术救助，每
例减免5万元治疗费用。

主办方介绍， 农工党湖南省委近
年来重点开展“同心助医工程”，打造
一系列“同心共建”品牌。 此次活动旨
在宣传帕金森病的预防、 治疗和康复
知识， 促进帕金森病预防治疗和改善
现有生存环境， 让社会各界更加关注
帕金森病。

农工党湖南省委携手爱心企业、医疗机构
捐资百万元关爱帕金森病患者

留学生探访
铜官窑

4月10日， 长沙市望城区新华
联铜官窑古镇，留学生在铜官窑遗
址公园参观。 当天，该古镇与湖南
商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联合开展

“长沙窑与海上丝绸之路” 主题活
动，来自白俄罗斯、越南和南非等
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留学生，通过
走访古镇和讲座交流等形式，进一
步了解、学习中国文化。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陈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