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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今年是我省的“产业项目建设年”。大力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年”， 需着力抓好100个重大产业
建设项目、100个科技创新项目、100个重大产品
创新、引进100个500强企业、引进100个科技创新
人才。对于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我省是如何
部署的呢？

4月16日，记者专访了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胡奇。

记者： 请问围绕全省100个科技创新人才引
进，我省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

胡奇：我省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工作，由
省人社厅会同省委组织部完成。对此，省人社厅于
1月份先后3次专题研究部署，并组织专人起草《湖
南省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实施方案（征求意
见稿）》，征求各方意见后形成送审稿，报省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联席会议办公室。3月， 将100个科
技创新人才引进工作纳入《2018年全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工作目标任务》， 召开“2018年引进
100个科技创新人才工作部署会”，向市州人社局
下达引进科技创新人才指标，要求确保任务落实。

一季度，各级人社部门积极谋划，认真组织抓
好引进科技创新人才的对接、洽谈、签约、到岗等工
作。截至3月30日，共与51名拟引进对象签订了工作
合同或者引进协议， 其中12人已全职到岗工作，27

名通过柔性方式引进的人才已开始对引进单位的
技术升级、产品创新、产业发展等进行指导；另有35
人已达成意向，将于近期签订工作合同或者引进协
议；其他有引进意向的人选，力争早日引进。

记者： 去年以来， 全省各地引才政策频频出
台，我省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有哪些具体条
件及优惠政策呢？

胡奇：根据《湖南省引进100个科技创新人才
实施方案》，我们此次主要引进支持我省创新驱动
发展的战略科学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一般应具
有博士学位， 并于2018年1月1日之后到岗工作，
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是在国内外知名高校、科
研机构担任相当于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的专家学者。
二是在国内外知名企业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科技
人才和技术专家。三是主持或作为重要成员参加过
国际大型科研、工程项目，具有丰富经验的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四是主持或作为重要成员参加过国家
重大科研任务、高层次创新团队、国家级创新基地创
建，研究工作具有重大创新性和发展前景的科技人
才。企业引进业绩特别突出、省内急需紧缺的科技创
新人才，可适当放宽学历、专业技术职务要求。

对全职引进的人才， 我们将给予100万元奖
励性生活补助；对非全职引进的人才，给予60万
元奖励性生活补助。在薪酬待遇、编制使用、职务
职称、税收减免、落户居留、医疗保险、配偶安置和
子女入学等方面，全面享受“芙蓉人才行动计划”
支持政策，对引进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对特别

优秀、且在管理期内为我省经济、科技发展作出重
大贡献的引进人才，经省委、省政府同意，将给予
特别奖励。

记者：您刚刚提到各市州都“领到”了各自引
进科技创新人才的指标任务， 请问下一步全省人
社系统将怎样落实指标任务？

胡奇： 根据引进人才指标分配原则和拟引进
人才质量，经征求各市州人社部门意见后，各市州
计划引进科技创新人才共计112人。下一步，我厅
将指导市州重点抓好以下工作， 确保引进100个
科技创新人才工作任务圆满完成。

一是通过产业项目建设、科技创新、产品创新
和企业引进， 同步实现人才引进， 确保人才引得
进、留得住、用得好。

二是组织指导各市州人社局向用人单位和引
进人才做好政策解读，支持用人单位根据引进人才
实际，积极推荐申报“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百人计
划”“长株潭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等省级和市州人
才工程，确保每一名引进人才至少能享受到一项人
才工程的政策支持。

三是加强与省委组织部、 省科技厅等单位的
沟通协调，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开展“芙蓉人才行
动计划”“百人计划”“长株潭高层次人才聚集工
程”等省级人才工程评选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将引
进的科技创新人才纳入支持范围。加强工作调度，
要求各市州人社局每月26日之前上报引进科技创
新人才工作进度。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何
波）近日，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省
民政厅、省纠“四风”治陋习专项整治工作办公室
联合下发了《关于在全省开展文明节俭操办婚丧
喜庆事宜的工作方案》。在今天召开的全省社会事
务工作会议上， 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相关负责
人对这一文件进行了解读。

主要内容包括： 严禁党员和公职人员违规操
办婚丧喜庆事宜。 全省所有党员和公职人员不准
大操大办婚丧和其他喜庆事宜。除婚礼、葬礼外，

其他喜庆事宜禁止以任何方式邀请和接受亲戚以
外人员参与。婚礼宴请不得超过200人(20桌)、婚
嫁双方同城合办婚宴的不得超过300人(30桌)，葬
礼一律从简操办、控制规模，不准收受或者变相收
受任何单位和亲戚以外人员的礼金及贵重礼品。
违反规定的，一律严肃查处并通报曝光。

倡导城乡居民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1.婚事新办。反对借机敛财，不滥发请柬邀请宾
客、不收或少收彩礼(聘礼)、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
的贺礼，提倡举办集体婚礼、家庭婚礼、旅行婚礼

等有纪念意义的婚礼；反对奢侈浪费，提倡控制迎
亲车辆、宴席桌数和标准，抵制讲排场、比阔气等
不良风气；反对低俗闹洞房等行为，提倡文明健康
的娱庆活动。2.丧事简办。落实《湖南省实施〈殡葬
管理条例〉办法》和《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
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精神， 反对厚葬薄
养，革除丧葬陋习。反对在公共场所(除有关部门
指定的专用场所)乱搭灵堂灵棚、乱放哀乐鞭炮、
搞封建迷信等扰民行为， 提倡简化仪式、 限制规
模、文明节俭的治丧方式；反对乱埋乱葬、修活人
墓、超标准建墓立碑，提倡遗体火化、节地生态安
葬。3.其他喜庆事宜不办。除婚丧以外的其他喜庆
事宣，提倡不办酒席。确需办酒席庆贺的，提倡仅
邀请亲戚俭办聚会，不收受亲戚以外人员的贺礼，
也不参加他人举办的其他喜庆事宜或赠送贺礼。
反对把人情与金钱画等号， 提倡健康文明的人际
交往方式。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黄巍 陈薇 通
讯员 杨晓黎 杨玉玮）“戊梁山上摆歌台， 款歌
笙歌唱起来，歌绕侗乡情意浓，迎接四方贵客来
……”4月17日，2018通道文化旅游推介会暨侗
族大戊梁歌会在牙屯堡镇龙门山上举行， 来自
湘黔桂三省（区）周边300余个村寨的群众与游
客汇聚一起，对歌传情、以歌会友。

侗族大戊梁歌会源远流长， 由纪念侗族一
对为反抗包办婚姻、 追求婚姻自主而殉情的恋

人而逐渐形成，始于宋，兴于明清。历经几百年
积淀，现有40多个歌种、2万多首歌，被音乐界誉
为人类珍贵的口传无形文化遗产。2006年，大戊
梁歌会被列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歌会当天，龙门山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三省
（区）青年男女盛装出席，沿山坡拾级而上，四里山
歌、花苗山歌、双歌、喉路歌等数个原生态对歌
堂歌声此起彼伏，侗锦织造、芦笙制作、竹木
加工等非遗展示区， 侗族的能人巧匠展示精

湛的技艺让游客叹为观止， 整个龙门山山头
俨然一个天然的实景大舞台， 随处可见原汁
原味的侗族文化展示， 龙门山下还举行了斗
鸟、抢鱼塘等别开生面的民俗活动。

据怀化市委常委、 通道侗族自治县县委书
记印宇鹰介绍， 近年来通道以大戊梁歌会为平
台，致力建设民俗体验、生态休闲、红色旅游、养
生度假，做大做强全域旅游。去年，全县接待游
客45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6.7亿元。

� � � � 湖南日报4月17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想要兑换2018年狗年贺岁纪
念币的市民得抓紧了。 记者今天从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官网获
悉，2018年贺岁币第二批兑换预约
已于4月16日启动。 贺岁币每人预
约、兑换的数量限额为20枚。

2018年贺岁币湖南地区的发
行工作由中国银行承担。2018年1
月26日-31日， 中国银行启动了第
一批贺岁币的预约业务，2018年4
月16日-19日是第二批贺岁币的预
约期。

2018年贺岁币的正面图案为
“中国人民银行”“10元”字样，背面
主景图案是一只中国传统剪纸艺
术与装饰年画元素相结合造型的

小花狗，币面左侧刊“戊戌”字样，
材质为双色铜合金。

与之前发行量5亿枚的猴年贺
岁币、鸡年贺岁币相比，此次狗年
贺岁币发行量减少至3.5亿枚 ，其
中湖南地区分配了750万枚。 由于
第一批发行时湖南地区已兑换量
为273万枚， 目前第二次发行量为
477万枚。收藏界人士表示，物以稀
为贵，发行量降低对钱币收藏意味
着利好。

4月19日之前， 市民可通过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官方网站或前
往其在官网公布的预约营业网点
进行预约兑换登记。4月 21日-30
日，预约成功的市民可持身份证前
往约定的营业网点办理兑换业务。

招才引智 科技兴湘
———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胡奇

严禁党员和公职人员
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

三部门联合发文破陈规除陋习

对歌传情 以歌会友
2018侗族大戊梁歌会通道“开唱”

今年第二批贺岁币
启动兑换预约

每人预约、兑换的数量限额为20枚

� � � �“愿我同学做好准备，为我女界
啊大放光明。 ”每周一清晨的升旗仪
式后， 这首由向警予作词谱曲的校
歌， 都会在溆浦县警予学校的校园
内唱响。 铿锵激昂的歌声，仿佛将人
们拉回到了那个激情澎湃的时代。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9月
4日出生在怀化溆浦一个富商家庭。
她是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忠诚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 党的早期卓越领
导人，被誉为我国妇女运动的先驱。

1916年6月，向警予从长沙周南
女校毕业，立誓“教育救国”回到家
乡溆浦， 接替其兄担任县立女校校
长。 向警予告诫学生“要做个新国
民”，实行男女合校，引进新教材，提
倡新风尚。 她亲自为女学生解开裹
脚布， 陪同她们回家并做通其家长
的思想工作。 自此，学校面貌焕然一
新。

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
在长沙创立新民学会，立志“改造中
国与世界”。 决意追求真理的向警予
毅然北上，“吾辈当求真心得， 做真
事业”。 第二年，向警予加入新民学
会，成为最早的女会员，经常与毛泽
东等讨论救国之路。 她与蔡畅组织
了湖南女子赴法勤工俭学会， 成为
湖南女界勤工俭学运动的首创者。
她还创办了《女界钟》，提倡妇女解
放，为女权疾呼。

1919年12月，向警予同蔡和森、
蔡畅等3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 在法
国“猛看猛译”马克思主义。 她和蔡
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信念，催
生了浪漫的革命爱情。 1920年5月，

向警予、蔡和森在蒙达尔纪结为革命
伴侣。 婚礼上，他们朗诵恋爱时互赠
的诗歌（结成诗集《向蔡同盟》），而结
婚照则是两人并肩同捧一本打开的
《资本论》 ……毛泽东为他们点赞：
“我听得‘向蔡同盟’ 的事， 为之一
喜。 ”

短短两年的赴法勤工俭学，向警
予从一名民主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
马克思主义者。 1922年初，向警予加
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向警予在中
共二大上当选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
之后， 她先后出席了党的“二大”至
“五大”， 当选为党的“二大”“三大”
“四大”中央委员，并连续担任中央妇
女部部长。

向警予“巾帼不让须眉”，身先士
卒领导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妇女运
动，并为之指明方向，“中国的妇女运
动要以中下层的劳动妇女为基础”
“要和国民革命相结合”。 她起草了
《妇女运动决议案》 等许多重要指导
文件，发表了《中国最近妇女运动》等
大量论述妇女解放运动的文章，创办
了40多家女工夜校， 培养了大批妇
女工作干部，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7年， 向警予从莫斯科东方
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回国，前往
武汉从事宣传工作。这一年，蒋介石、
汪精卫反革命集团公然背叛革命，向
共产党人疯狂地举起屠刀。白色恐怖
笼罩下的武汉，人心惶惶。 向警予却
拒绝撤离，“武汉三镇是我党重要的
据点， 许多重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
一离开， 就是说我党在武汉失败了，
这是对敌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开！”
同年10月， 她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
报《大江报》主笔，撰文激励共产党员
和革命群众与敌不屈不挠地斗争。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的出
卖， 向警予不幸在法租界三德里被
捕。5月1日，向警予被敌人残酷杀害，
时年33岁。

向警予就义的噩耗传来，蔡和森
忍泪写下了对向警予的深情呼唤，
“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 你是中国
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1939年，毛
泽东在延安纪念三八妇女节大会上
对她给予高度评价：“要学习大革命
时代牺牲了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
党员向警予。 她为妇女解放、为劳动
大众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
生。 ”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 吴义国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向警予：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

� � � �向警予（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4月 17日 ，
2018通道文化旅
游推介会暨侗族
大戊梁歌会在通
道侗族自治县牙
屯堡镇龙门山侗
寨举行。

刘强 粟勇主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