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沙兆华）
“我宣誓：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社会主义
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务他人、
奉献社会，崇尚科学、追求真知，完善人格、
强健体魄，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奋斗终生！”9月25日， 长沙市南雅
中学400多名初中学生集体进行了法治守
法礼宣誓仪式，开启了2018全省青少年法
治宣传教育周活动。

据悉， 这是我省首次开展青少年法治
守法礼宣誓活动， 目的是引导和帮助青少
年树立法治精神，增强法治信仰，让法治的

种子在青少年心中扎根生长， 为法治湖南
建设献智出力添彩。

今年法治宣传教育周由省委法治办、
省司法厅、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主办，时
间为9月25日至30日，以“学习宪法法律，
做最美守法少年”为主题，各地也将通过
开展青少年法治守法礼和成长礼活动，青
少年不良行为矫正活动、青少年宪法晨读
活动、青少年法治话剧集中展演以及“最
美守法少年”评选活动，宣传宪法法律，努
力培养青少年的爱国意识、 公民意识、法
律意识。

全省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活动启动
首次开展青少年守法礼宣誓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见习记者 邹晨
莹）改革开放40年，不凡成就令世界瞩目，
中国经济何以能保持高速增长？今天下午，
应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共同主办的“湖湘
大学堂·名家讲坛”之邀，上海市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
务理事王战走进省委九所宾馆会议中心，
作了题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
望”的主旨演讲。

王战教授从理论创新、人口红利、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开放倒逼改革、 园区模
式、土地批租、非均衡发展、财政政策、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渐进式改革等10个方面对
改革开放40年作了细致梳理和总结，并结
合当前的“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分析阐释。

来自省直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300
多名听众聆听演讲， 并与王战进行了现场
互动。 对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和湖南如何
把握“一带一路”的历史机遇等热点话题，
王战也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做客湖湘大学堂
王战解析改革开放40年的中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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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刘仲秋 曾研）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财政部等部门日前审核， 我省“优质粮油工
程”3年实施方案获得充分肯定， 在第一批获
得3亿元专项支持的基础上， 中央财政决定
2018年度再给予我省重点支持 4.5亿元 ，
2019年将给予不少于4.3亿元的支持，获支持
额度位列全国前三。

2017年以来，省粮食局在全省大力实施
以“中国好粮油”行动、粮食质量监管体系和
粮食产后服务体系建设为主要内容的“优质
粮油工程”，取得积极成效。

全省确定祁阳县、桃源县、湘阴县、南县、
安仁县、双峰县、鼎城区、华容县、浏阳市、邵阳
县10个县市区为“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
县，湖南粮食集团、中粮集团岳阳米业为省级
重点示范企业，支持祁东县、芷江侗族自治县、
慈利县探索建设现代粮油产业发展体系。项目
实施以来，13个县市区的优质粮食种植面积同
口径扩大179.2万亩，优质粮食产量增加78.4万
吨；2家省级重点示范企业订单农业面积扩大
24.26万亩，优质粮食收购量增加40.39万吨。

根据行动方案， 我省计划用3年时间，对
全省1个省级粮油质检机构、14个市级粮油

质检机构进行能力提升建设，在全省45个有建
设需求的产粮和人口大县实施县级粮油质检能
力建设。截至目前，首批5个市级粮油质检机构
能力提升建设、21个县级粮油质检能力建设项
目已经全面完成。

同时，我省拟以市场化手段，3年内在全省63
个产粮大县建设400个左右方便农民、布局合理、
节粮减损、设备先进、规范服务的粮食产后服务
中心， 把品质保障建立在粮食收获后的第一环
节。2017年度在24个专项建设热情高、 基础条件
好的县市区进行建设，共建设粮食产后服务中心
153个，服务粮食生产的能力显著提升。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记者 周俊 见习
记者 邹娜妮 马翔）9月26日，在第九届“湘
博会”上，娄底市举办钢铁薄板深加工产业
链招商推介暨高峰论坛， 推出先进钢铁材
料、汽车及板成型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及
基础件制造等12大类钢铁深加工产业，努力
打造“千亿级”高端钢铁产业“航母”。

娄底因钢铁而兴， 拥有千万吨钢的优
势产能，被誉为湖南的“鲁尔区”。这里冶金
冶炼技术发达，新化的铜匠工艺、涟源的翻
砂技术历史悠久、全国有名；“世界锑都”锡
矿山，已有121年的开采和冶炼历史，掌握
着世界锑价话语权； 华菱涟钢有“十里钢
城”美誉，博长冷钢位列全国500强行列。
通过与全球钢铁制造巨头安赛乐米塔尔集
团合作， 娄底新上马VAMA汽车板项目，
一期年产汽车用钢150万吨， 产品供应奔
驰、宝马、大众等汽车生产企业。娄底已成

为全球生产能力最强、 技术最先进的汽车
板生产基地。

近年来，依托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
区建设契机，娄底把建设“钢铁新城”作为
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之一。深入实施“工
业提振三年行动计划”， 娄底初步形成了
“1+5+N”产业体系，成功打造娄底经开区
薄板深加工产业基地、工程机械及汽车配
套产业基地，以及娄底高新区工程机械及
其零部件产业基地、冷水江金属制品产业
基地、双峰不锈钢产业基地，实现了高端
钢铁产业的快速聚集和壮大，重振钢铁产
业雄风。

本届“湘博会”期间，娄底专门开设钢
铁薄板产业主题馆， 吸引华菱涟钢、VA-
MA、中兴液压等36户核心企业近200个核
心产品参展， 全面展示娄底千亿产业的规
模、技术和精品。

湖南“优质粮油工程”
再获国家重点支持

全省确定祁阳等10个县市区为“中国好粮油”行动计划示范县

湖南日报9月26日讯 （见习记者 黄婷
婷 通讯员 陈海晏）今天，全省深化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现场推进会在岳阳举行。岳
阳供销合作社大力实施综合改革， 全面拓
展“务农”功能，其经验引发与会代表关注。
岳阳搭建起供销机构的“筋骨”，目前已改
造乡镇供销社37个，恢复重建67个，覆盖率
100%；组建县乡级农合联115个，建成县级
惠农服务公司、乡镇惠农服务中心、村级惠
农综合服务社1239个。

岳阳构建供销经营网络体系， 畅通供
销服务“血脉”。在全市建立了5个县级特色
馆、889个乡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和9000多
个经营服务网点，形成了农产品流通“快车
道”。屈原管理区惠农服务中心把电商中心

运营得有声有色， 今年预计完成电商营业
额3000万元。

岳阳供销在惠农服务体系上下功夫，
健全供销发展“肌体”，建立供销行业、社
有企业“双支撑”惠农服务体系，先后与
中粮米业、隆平高科、新泰和集团等开展
战略合作。 市县供销社独资和参股企业
达到156家，资产过5000万元社有企业达
到35家。

自2017年2月全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
合改革推进会以来， 全省供销系统改革成
效显著。今年1月至8月，全省供销系统开
展土地托管、土地流转、统防统治等服务面
积771.5万亩，同比增长84.1%；电子商务完
成销售额111.9亿元，同比增长176.1%。

打造“千亿级”高端钢铁产业
娄底在“湘博会”招商钢铁薄板深加工产业链

全面拓展“务农”功能 大力实施综合改革
我省供销系统推广岳阳经验

9月26日， 长沙理工
大学云塘校区，由汽机学
院CRT赛车队40名学生
历时1年自行设计、研发、
制造的第七代“方程式赛
车” 组装完成。 该车长
2.85米，宽1.36米，重220
公斤， 最快时速可达130
公里，将代表长沙理工大
学参加10月份举行的中
国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
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喻玲 摄影报道

制造赛车
学子真棒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推动湖南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

必须充分发挥“联”的作用，做好“联”的文章。
牢牢树立“大社科”理念，完善体制机制，创新
路径方法，有效整合资源，充分发挥社科界人
才荟萃、智力密集、学科齐全、覆盖面广的独

特优势，凝聚成联合攻关、协同创新的巨大力
量，真正成为党委、政府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时代呼唤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
使命催生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大繁荣。 全省
广大社科工作者要不负祖国和人民的嘱托，
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围绕党中央和省委、

省政府战略部署 ，建设具有湖湘特色 、湖湘风
格、湖湘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为实现湖南高
质量发展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续写
辉煌篇章。

预祝湖南省社科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长沙银行总股本3421553754股，本次上

市流通股本342155376股，发行价为每股7.99
元，对应发行后市盈率为6.97倍。上市首日，
长沙银行股价表现良好，开盘报9.59元，收盘
价11.51元，较发行价大涨44.06%。

长沙银行成立于1997年， 是我省首家区域

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我省最大的法人金融企
业。 目前长沙银行已拥有包括广州分行在内的
30家分行(直属支行)，营业网点覆盖全省各个市
州，并控股发起湘西、祁阳、宜章3家村镇银行和
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今
年6月30日， 长沙银行资产总额达到4875.55亿
元；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4.38亿元，较上年同

期增长10.01%。据英国《银行家》杂志公布的“2018
全球银行1000强”榜单，长沙银行位列全球银行
1000强第311位，较2017年上升29位。

长沙银行致力打造领跑中西部的优质上
市银行。本次主板发行，将有利于提高资本充
足率和风险承受能力，在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
进一步扩张的基础上实现营收、利润增长。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会议要求， 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以及党的政治建设、
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夺取反腐败
斗争压倒性胜利等，着力查找贯彻中央和省委
决策部署方面的“偏差”“温差”和“落差”问题，
推动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落地，驰而不息
纠“四风”，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构建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对巡视整改情况的监
督检查，督促党组织把中央巡视组和上轮省委
巡视反馈的问题整改到位，移交的问题线索得

到认真处置核查， 切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
章”。巡视干部要炼就一双政治慧眼，着力加强

政治建设、提高政治鉴别力、严守政治纪律和政
治规矩，切实担负起巡视监督政治责任。

经省委批准 ， 十一届省委第四轮巡视
将对长沙市及宁乡市 、衡阳市及常宁市 、岳
阳市及平江县 、张家界市及慈利县 、益阳市
及安化县 、怀化市及辰溪县 、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及凤凰县等7个市州、7个县（市），

以及湘潭大学 、长沙理工大学 、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湘南
学院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 、长
沙师范学院、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等10所本科
院校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链接 十一届省委第四轮巡视
将对部分地区和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