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洽谈周
2018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刘燕龙 李泰卢）目前，台风“玛莉亚”残
留云系给我省带来的强降雨已基本结束。
7月11日8时至13日8时， 全省普降中到大
雨，部分地区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平均降雨
25.3毫米，主要集中在株洲、长沙、岳阳、常
德等市，其中株洲63.9毫米、长沙46.1毫米，
相对较大。 全省降雨50毫米、100毫米以上
笼罩面积分别为2.8万、0.4万平方公里，点
最大降雨为醴陵市泗汾镇216.5毫米， 攸县
酒埠江镇215.3毫米次之。

本轮强降雨未造成较大灾险情，局部地
区农作物受淹、城镇内涝，全省累计转移危
险区群众1500余人。

本轮降雨改善了土壤墒情，增加了工程
蓄水， 全省大型及重点中型水库增加蓄水

2.5亿立方米，前期局部干旱基本解除。
当前，江河湖库水势总体平稳。受长江

上游新一轮强降雨影响，长江2018年第2号
洪水已经形成。今日8时，三峡水库出库流量
达42900立方米每秒， 城陵矶水位为30.83
米（低于警戒水位1.67米），较11日8时上涨
0.63米。

据长江水文部门预报，受三峡水库出库
流量影响， 洞庭湖城陵矶水位将持续上涨，
洞庭湖区应做好洪水防御准备。

据省气象部门预报，13日至20日我省
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加之本轮降雨过程
中，宁远、新田等20余个县市区降雨不足10
毫米，局地可能出现干旱。省防指强调，各地
在后期需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面做好防
汛抗旱各项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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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
主任习近平7月13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 对推动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 保障国家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必须切实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 把科技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里，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
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的汇报。

会议指出，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
取得很大成就，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但
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
距，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要求
还很不适应。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危机感，
坚定信心，奋起直追，按照需求导向、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从国家发展需要出发，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强基础研究，努力取得
重大原创性突破。

会议强调， 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独特作用，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 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
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要聚焦国
家需求，统筹整合力量，发挥国内市场优势，
强化规划引领， 形成更有针对性科技创新的
系统布局和科技创新平台的系统安排。

会议指出，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革重
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组织实施方式， 强化成果
导向，精简科研项目管理流程，给予科研单位
和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 改革科研绩效评价
机制，建立科学分类、合理多元的评价体系，
改革国家科技奖励制度。 要加强软硬基础设
施建设，完善科研平台开放制度，完善国家科
技资源库，培育一批尖端科学仪器制造企业，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产权激励。 要推进产学
研用一体化，支持龙头企业整合科研院所、高
等院校力量，建立创新联合体，鼓励科研院所
和科研人员进入企业， 完善创新投入机制和
科技金融政策。 要充分发挥人才创新创造活
力，选好用好领军人物、拔尖人才，加大高技

术领域专业人才培养。
会议强调，要坚持开放合作创新，扩大科

技领域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开
辟多元化合作渠道，精准选择合作领域，加强
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对外科技交流合作，强
化创新伙伴关系。

会议指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在于
有效发挥人的积极性。 要发扬光大“两弹一
星”精神，形成良好精神面貌。教育引导广大
科技工作者强化责任意识，弘扬科学精神，坚
定自信，潜心研究，努力做出更多有价值的原
创性成果。既要培养优秀的带头人，也要有好
的团队。要发挥年轻科学家作用，使优秀青年
人才脱颖而出。

会议强调， 要加强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
集中统一领导， 形成推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
的强大合力。要加强科技领域干部队伍建设，
培养一大批能够把党和国家科技政策贯彻落
实好的组织型人才， 成为领导科技工作的行
家里手和科研人员的知心人。 要广泛开展科
学普及活动，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
氛围，提高全民族科学素质。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13日上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领的台湾各界人
士参访团时强调，大道之行、人心所向，势不
可挡。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够的能力，牢
牢把握正确方向，坚定不移推动两岸关系和
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希望两岸
同胞共同努力， 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
“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扩大
深化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增进同胞亲情福
祉，在新时代携手同心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
在最高层。”只要大家登高望远，就能看清主
流、把握大势，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克难前行。
我们对两岸关系未来充满信心，因为推动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携手致力民族复兴，是符
合民族整体利益、顺应时代潮流、造福两岸
同胞、得到两岸同胞拥护的正确道路；因为
不管经历多少风雨，两岸同胞在民族、文化
认同和情感上从未分离；因为尽管数十年来
两岸关系跌宕起伏，但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

的；因为两岸是密不可分、休戚与共的命运
共同体。两岸同胞对更加美好生活的共同追
求，对两岸关系走近走好的一致向往，是任
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习近平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正
确道路要坚持走下去。特别是在当前台海形
势下，两岸同胞更要坚定信心，团结前行。

第一，坚定不移坚持“九二共识”、反对
“台独”。“台独” 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只会给两岸同胞带来祸
害。我们决不容忍“台独”势力兴风作浪，决
不容许任何“台独”图谋得逞，一切分裂祖国
的行径都是注定要失败的！两岸同胞要坚决
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以实际
行动展现正义的力量和声音。

第二， 坚定不移扩大深化两岸交流合作。
扩大交流， 深化合作， 符合两岸同胞共同利
益，对两岸都有利。两岸同胞对一些问题的看
法分歧，不应影响两岸正常交流合作，更不应
成为阻挠限制两岸交流合作的借口。我们完全
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心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
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荩荩（下转8版）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
7月24日至27日，2018“湖南-长三角经贸合
作洽谈周” 上，“湘品入沪———2018年湖南
名优商品（上海）展示交易周”活动将在上海
举行，300多家湘企将带着1500多种正宗湘
品组团亮相，包括中粮的米、裕湘的面、伟鸿
的猪肉等。

展示交易周最大的亮点是通过湘品入
沪和精准扶贫的深度融合， 打造“湘品入
沪+扶贫”品牌。展示交易周以“创新型常
态化立体式展销”的方式，设主会场和12
个分会场，主会场总展销展示面积达4476

平方米， 分会场精选上海市核心商超、高
端社区、在沪高校、厂矿园区、机关后勤、
部队食堂等6类有代表性的销售渠道作为
展示展销点。

产品方面，此次精选了中粮米业、金健
米业、伟鸿食品、裕湘食品等14个市州300
余家企业参展，参展产品包括米、面、食用
油、茶叶、腊肉、干货、休闲食品、陶瓷、竹制
品等1500多个品种，并做到一站式服务，标
准展位统一设计、制作、搭建。同时，上海中
军集团还将对经核定的入沪参展剩余产品
予以包销。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强调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

习近平会见连战一行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 （记者 黄利飞 ）
2017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汽车工业三十
强企业今日揭晓。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位列中
国机械工业百强榜首位；上海汽车集团为中
国第一大汽车企业集团。5湘企入选“中国机
械工业百强”，但无一湘企进入“中国汽车工
业三十强”榜单。

三一集团位列机械工业百强榜的第5
位。中联重科紧随其后，排第6位。以交直流
电动机、风力发电机及机组为主要产品的湘
电集团，2017年实现营收111.13亿元， 排第
32位。 铁建重工集团在本届百强榜单中提

升20个名次，跃居至第38位，主要生产全断
面隧道掘进机、隧道施工特种设备等，2017
年实现营收89.19亿元。主要生产挖掘机械、
桩工机械的山河智能， 较2016年度前进32
位，由第94名上升至第62名。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会长王瑞祥介绍，
2017年， 全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7%；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24.54万亿元，同
比增长9.47%。 重点监测的120种主要产品
中，七成以上实现同比增长，其中，汽车产销
分别完成2902万辆和2888万辆， 位居全球
第一。

5湘企进入“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山河智能、铁建重工名次攀升幅度大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谢忠东）我省强化社保扶贫兜底作用，
着力推进社保扶贫政策落实。 今年上半年，
共为51.11万贫困人员 (指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和城乡低保对象、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
下同 ) 代缴养老保险费3584.56万元 ；为
612.75万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医保8.17
亿元，贫困人员参保率达100%。

去年8月以来， 我省连续出台社保扶贫
新政，从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方面完善并落实社会保险扶贫政策，支持帮
助贫困人员参加社会保险。为落实贫困人员
参保资助政策，今年上半年，我省通过强化
保障措施，压实地方责任，共为51.11万贫困
人员代缴养老保险费3584.56万元。

认真落实贫困人员医疗保险“一减免、

一提高、一降低”的倾斜政策，明确要求各统
筹区建立兜底保障机制， 实行联动报销；省
人社厅与省扶贫办、省卫计委、省民政厅等
部门多次协调，抓紧建立“一站式”结算机
制，切实提高贫困人员受益水平。今年上半
年，共为612.75万贫困人员代缴城乡居民医
保8.17亿元，贫困人员参保率达100%，特困
人员个人缴费实现“全免费”。

此外，截至今年3月底，全省有9.15万人
次贫困患者享受城乡居民特殊门诊补偿
1.02亿元， 人均次补偿1114.75元；45.95万
人次贫困患者享受基本医保住院报销，补偿
金额达12.95亿元， 人均次补偿2818.28元；
1.7万人次贫困患者享受大病保险“二次补
偿”， 补偿金额达0.53亿元， 人均次补偿
3100元。

我省为贫困人员代缴医保8.17亿元
惠及612.75万贫困人员， 另为51.11万贫困人员

代缴养老保险费3584.56万元

1500多种湘品即将登陆大上海
中粮米业、金健米业、伟鸿食品、裕湘食品等300余家

企业精彩亮相

7月13日，岳阳城沐浴在夏日阳光中，巴陵胜状美不胜收。去年以来，岳阳市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一号工程”、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
专项行动，强力治污、治水、治气、治砂，聚焦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城乡生活污染等10项任务，整改关闭洞庭湖、长江沿岸超标排污口15个，
整改关停超标排污企业24家。东洞庭湖7个水质监测断面达标率同比2016年提升9.5个百分点，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巴陵胜状 水天一色

湖南日报7月13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
集体学习会， 听取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黄润秋
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打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专题辅导报告。 省委
书记杜家毫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学笃
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
念，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让良好的
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改善的增长点、 经济
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 展现湖南良好
形象的发力点。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参加学习。

省领导乌兰、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
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冯毅、刘莲玉
等参加学习。

会上，黄润秋结合个人工作实践，用翔实
的数据、鲜活的案例，深刻阐述了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的发展历程、思想内涵、鲜明特色、
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全面解读了我国生态
环境保护取得的积极成效、 当前面临的严峻

形势以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目标、
重点任务等， 并就全面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
护的领导、 做好湖南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
要求和建议。

杜家毫在主持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
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出了一系列重
大决策部署。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对湖南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真正把生态系统
的一山一水、 一草一木保护好”“守护好一江
碧水”等重要指示。全省各级各部门要系统学
习、深刻把握，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烙印在思想深
处、转化为实际行动、落实到具体工作。要顺
应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新期盼， 把生
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竭力把环
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让三湘儿
女更多更好享受蓝天、青山、绿水等良好生态
产品。

杜家毫强调，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一场只

能赢、不能输的重要战斗。要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统一部署， 大力实施污染防治攻坚战三
年行动计划，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确保到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质量总体
改善。要坚持精准治污，坚决打好蓝天、碧水、
净土“三大保卫战”，加强“一湖四水”系统联
治，推进长株潭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加强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和固体废物处置， 深入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着力解决突出
环境问题。要保护生态系统，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系统保护和治理，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环境
质量底线、 资源利用上线和环境准入负面清
单管理，构建覆盖全省的分区环境管控体系。
要坚持绿色发展，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空间布局，调整优化能
源结构，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不断提高经济发
展的“绿色含量”，让绿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鲜明底色。要严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
强化考核问责， 加强环保督察， 强化宣传教
育，推动生态环境全民共建、共治、共享。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集体学习会听取专题辅导报告

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杜家毫主持 黄润秋作专题辅导报告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参加

台风“玛莉亚”对湖南的影响基本结束

洞庭湖区应做好洪水防御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