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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记者白洁）国家
主席习近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科威特埃
米尔萨巴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决定建
立中科战略伙伴关系，为新时期中科关系注
入新动力、开辟新前景。

习近平欢迎萨巴赫第7次访华， 赞赏萨
巴赫为中科关系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
指出，中科是患难见真情的好朋友。建交47
年来，双方始终真诚友好、平等相待，务实合
作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延伸，给两国人民带来
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当今世界正处在变革调
整的关键期， 中方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就是要以合作深化共同利益，以融合促
进世界和平， 同世界各国实现合作共赢、共
同发展。

习近平强调，中方把科威特作为在海湾
方向共建“一带一路”和维护地区稳定的重
要合作伙伴。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坚定支
持彼此核心利益。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科方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科威特是最早
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
家。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争取实现合
作项目早期收获。要扩大在能源、基础设施、

金融、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
流，深化安全和反恐合作。中方愿同科方加
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中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
合作委员会关系稳步向前发展，共同促进地
区和平稳定。

萨巴赫表示，中国是世界公认的爱好
和平的国家。科威特珍视同伟大中国的传
统友谊和紧密合作关系，高度评价中国在
国际事务中主持公道正义，视中国为值得
信赖的朋友和伙伴。科方坚定奉行一个中
国政策。我此访带来前所未有庞大的代表
团，科方愿同中方在互信的基础上，本着
务实的精神，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安
全等领域合作关系， 合作建设“一带一
路”， 共同促进海湾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
与安全。

会谈后，两国元首见证了多项双边合作
文件的签署。双方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和科威特国关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联
合声明》。

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为萨巴赫
举行欢迎仪式。杨洁篪、曹建明、王毅、辜胜
阻等参加。

习近平同科威特埃米尔
萨巴赫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决定 建立中科

战略伙伴关系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周帙恒 唐
婷） 今天上午， 我省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
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研究部署我
省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
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李微
微出席。

省委副书记乌兰出席。省委常委、省委组织
部部长王少峰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的讲话精神。

杜家毫指出， 这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是
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 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取得的成果， 深刻
阐释了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科学回答了新
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一系列重大理论和
现实问题， 是指引新时代党的建设和组织工
作的纲领性文献。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重要思想，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化“四个意
识”，真正把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贯彻到推进
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纵深发展的各项工作之中。

杜家毫强调，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组织体
系建设这个重点， 从严从实抓好党的基层组
织建设。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统筹
推进各领域党建工作，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
化建设，大力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坚持
以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深入开展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净化修复农村基层政治生态。充
分发挥党组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的特殊作用和
基层党组织在基层治理中的战斗堡垒作用，
强化党的意识和组织观念， 坚决维护党中央
定于一尊、一锤定音的权威。

杜家毫强调，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建设忠
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个关键，着
力形成精准科学的选人用人制度体系。 以干
部队伍建设“五大体系”为抓手，高水平做好
干部培育、选拔、管理、使用工作。认真落实

“好干部”标准，坚持把政治标准摆在首位，加
强干部全方位管理， 突出加强一把手的监督
管理。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着力集聚爱国奉献
的各方面优秀人才这一重要要求， 深化人才
发展体制机制改革。 以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
划为抓手， 使湖南成为各类优秀人才荟萃集
聚高地和创新创业福地。 要深刻领会和把握
做好年轻干部工作这一战略任务， 大力发现
和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放眼各条战线、各
个领域、各个行业，广开渠道、不拘一格，强化
政治训练和实践锻炼， 着力培养打造一支堪
当湖南未来发展重任的高素质专业化年轻干
部队伍。

杜家毫要求，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切
实强化抓党建的“主责、主业、主角”意识，把
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
抓具体、抓深入、抓到位。各级组织部门和
组工干部要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着力打造
讲政治、重公道、业务精、作风好的模范部
门和过硬队伍。

我省召开省级党员领导干部会议

传达学习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精神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出席

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建设正酣
7月9日，衡山县，湘江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及鱼道工程，闸首、闸室墙土建部分基本完工，开始金属结构安装。该工程于2016年9月9日

开工建设，计划2019年建成通航，是我省目前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水运建设项目。建成后对我省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湘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
等均有重要意义。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龙燕鹏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记者从湖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本科提前批
录取从7月8日开始，13日将基本完成录取
任务（其中，艺术类录取在本科二批投档前
完成）。 今年参加本批次录取的院校共258
所。

为方便考生及时了解有关院校艺术专
业录取信息，省教育考试院于7月9日起在湖
南省教育考试院工作网（www.hneao.edu.
cn）、“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www.hneeb.
cn）公布已录取（或已投档）院校名单，并及
时更新。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左丹 ）7月
8日晚， 湖南省召开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
录取工作动员会。 会议介绍，2018年湖南
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从7月8日开始，
8月24日结束，分6批次进行。会议强调，
今年湖南省继续实施高校招生“阳光工
程”， 进一步严格管理、强化监督、严肃纪
律、优化服务，切实维护招生秩序和公平
公正。

今年湖南继续严格执行“不点录”“不补
录”“不违规降分录取”等政策规定，并切实
履行监管责任，督促在湘招生高校严格执行
招生政策和计划，认真执行教育部关于招生

录取的“30个不得”禁令、完善和落实好招
生第三方监督、考生申诉机制、校长签发录
取通知书等制度措施，及时纠正违反招生规
定和录取规则的行为。

录取期间，湖南省纪委驻省教育厅纪检
组将进驻录取现场， 全程参与录取工作，及
时查处各方面反映的问题。 落实举报制度，
主动接受考生及全社会的监督（省教育厅举
报电话为0731-84714915、89715592；省教
育考试院举报电话为0731-88090301，举
报邮箱为hnksy@hneao.edu.cn）。按照全面
从严治党的要求， 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对
违规违法行为坚决做到“零容忍”。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周月桂）今年
1至6月，我省新引进48家“三类500强”企业
投资项目64个，总投资1740.6亿元，其中，投
资额超过100亿元的项目6个。

“三类500强”项目是指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和民营500强三类企业在湖南新设和
新增的投资项目。上半年新引进的“三类500

强”项目中，世界500强项目32个、中国500强
项目25个、民营500强项目7个。最大的项目
为宁波杉杉控股有限公司在长沙高新区建
设的杉杉能源生产基地项目， 投资200亿
元，年产10万吨正极材料。除杉杉能源项目
外，今年新引进的投资100亿元以上的“三
类500强”项目还有：北京清控科创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在长沙高新区投资165亿元的
清控（长沙）创新基地、江苏中南建设集团
在常德经开区投资150亿元的智能制造产
业园建设项目、京东集团在湘潭市投资100
亿元的京东项目等5个。

省商务厅介绍，6月全省新增“三类500
强”项目10个，新增投资123.1亿元，包括华
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在益阳投资的华为智
慧城市建设项目、 瑞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在长沙金霞开发区投资建设的瑞康（湖南）
医疗大健康产业基地、 天虹商场股份有限
公司在冷水滩投资建设的天虹购物中心、
保利集团在衡阳高新区投资建设的国际会
展中心项目等。

湖南日报7月9日讯（记者 彭雅惠）我省
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开放崛起战略，研发得到
前所未有的重视。 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了
2017年湖南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情况，经过
国家审核认定反馈，2017年我省研发投入总
量为568.53亿元，比上年增长21.3%，提升7.7
个百分点；投入强度1.64%，提升0.14个百分
点。研发投入总量、增速创新高。

从资金使用看，科研机构研发投入31.81
亿元，比上年增长47.5%，提升37.5个百分点，

增长迅速； 普通高等院校研发投入30.11亿
元，比上年增长14.0%，提升12.8个百分点，达
到近几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增长； 企业研发
活动主体地位日益突出， 累计投入503.09亿
元，比上年增长20.3%，占我省全社会投入总
量的88.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9个百分点。
其中， 规模工业企业是我省研发投入的绝对
主体， 全省近半数大中型工业企业开展了研
发活动，共投入研发经费307.24亿元；超过两
成小微型工业企业开展研发活动， 共投入研

发经费约154亿元。 研发活动也为企业带来
了明显的效益，26.7%的有研发活动企业创
造了54.3%的主营业务收入、56.2%的企业利
润、89.4%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和91.3%的有效
发明专利。

从地域区别看， 我省研发活动的城市集
聚效应显著，2017年长株潭地区研发投入占
全省的59.5%， 其中仅长沙市就占43.6%，充
分显示了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全省
科技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省统计局表示，经调查发现，受多方面
因素影响， 当前我省制约研发创新的体制
机制仍然存在，阻碍创新发展的人才、资金
等政策瓶颈仍未实现有效突破， 研发活动
开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也客观存在，企
业对政府进一步改善研发活动条件充满期
待。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奇峰三千，八百秀水。在世人眼里，旅游
胜地张家界已成为美丽的代名词。 然而，旖
旎风光之下，莽莽群山之中，不少群众的生
活依然贫困。

今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年，更是
脱贫攻坚作风建设年，破解“美丽贫困”，张
家界信心坚定，众志成城。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入山林”。
4月16日以来，张家界一场市级领导“深入
贫困村、集中解难题”大调研活动持续展开，
36名市级领导全覆盖联系今年脱贫预出列
的180个村， 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点
对点了解实情，面对面化解难题，心贴心精
准施策。

点对点———
“一心为民的好作风又回来了”

一次瞻仰参观，一场民俗体验，一个革

命故事，一顿红军简餐。进入7月，贺帅故里、
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洪家关村“四个一”旅
游扶贫新模式“一路飘红”。仅“七一”这天，
就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洪家关村是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联
系的5个脱贫预出列村之一。

今年4月17日深夜，紧挨贺龙纪念馆的
贫困户谷志砚家里， 迎来了一位不速之
客———虢正贵登门夜访，嘘寒问暖，不断鼓
励他参与红色旅游，发展特色种植业吃“旅
游饭”。如今，老谷参与旅游扶贫新模式，为
红军简餐供应瓜菜，每月收入2000多元。

村支书贺曦说，市委主要负责人一个月
内两次进村调研支招解难题，才有了现在旅
游扶贫新模式的诞生，彻底改变过去“只见
景区游客多，不见群众腰包鼓”的怪象。

脚步丈量民情，作风温暖民心。
张家界市扶贫办党组书记谷文涛介绍，

在“深入贫困村、集中解难题”大调研活动
中，36名市级领导联系预出列村多则6个，
少则4个。 荩荩（下转9版）

湖南日报7月9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谭萍）雨水过后，高温迅速收复失地。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高温天气发展，省内
最高气温将达38摄氏度左右。

暴雨侵袭湖南，据实况统计，昨天8时至
今天8时，湖南强降雨主要出现在常德、张家
界等湘北地区， 全省共77个乡镇降暴雨，其
中5个乡镇降大暴雨， 最大降雨出现在慈利
县李家垭水库为115.7毫米， 最大小时降雨
出现在岳阳县毛田镇， 昨天中午13时至14
时，降雨量为48.1毫米。

截至7月7日， 按气象洪涝标准评估，湖
南国家地面气象观测站中，永顺出现中度气

象洪涝，沅陵出现轻度气象洪涝。区域地面
气象观测站共计7个乡镇出现重度洪涝，26
个乡镇出现中度气象洪涝，68个乡镇出现轻
度气象洪涝。

省气象台预计，10日起省内降水明显
收敛，11日至12日受8号台风“玛莉亚”影
响， 株洲等湘东一带局部有暴雨。 气温方
面，今天开始，省内高温天气发展，未来3
天省内最高气温将达38摄氏度左右。气象
专家提醒， 需防御高温热害的不利影响；
同时， 由于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特点，对
于前期强降雨区域还要继续做好地质灾
害防御工作。

2018年高考录取工作启动
7月8日开始，8月24日结束

258所院校参加本科提前批录取

暴雨过后是高温
未来3天，省内最高气温将达38摄氏度左右

脚步丈量民情 躬身书写答卷
———张家界市级领导“深入贫困村、集中解难题”

大调研活动见闻

上半年全省新引进
“三类500强”项目64个

总投资1740.6亿元，投资额100亿元以上项目6个

568.53亿元！
2017年我省研发投入创新高

比上年增长21.3%，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省总量的88.5%

高考招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