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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尹清源）记者昨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截至9月底，全省各类棚户区改造开
工建设225309套，为年度计划的78.78%；基本
建成192085套，完成直接投资1022.23亿元。

国家下达我省今年各类棚户区改造住房
任务286000套（含城市棚户区改造279422套、
国有工矿棚户区改造3412套、国有垦区危房改
造3166套）。截至9月底，邵阳市、长沙市、常德
市等3市开工进展较快，湘潭县、衡山县、邵东

县、绥宁县、宜章县、汝城县、麻阳苗族自治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湘西经
开区10个县（区）实现了全面开工。

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初通过早
部署、早安排、早督导，切实抓好棚改这一重大

民生工程； 同时， 在充分发动和尊重被拆迁群
众、合理制订安置补偿方案的基础上，创新性地
推广“两轮征询”制度（第一轮为改造意愿征询、
第二轮为签约征询），顺应群众意愿，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理念。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周帙恒 冒蕞
刘笑雪）今天上午，全省三年禁毒大行动总
结表彰暨部署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会议在
长沙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杜家毫会见部分
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并参加会见。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农宣读《关于
表彰2015-2018年湖南省三年禁毒大行动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副省长、
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作工作报告。省政协
副主席胡旭晟出席。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向受到表彰的先进英模表示热
烈祝贺， 向长期奋战在禁毒斗争第一线的
广大禁毒工作者表示崇高敬意， 向热心参
与、 积极投身禁毒公益事业的社会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感谢。他说，长期以来，全省禁
毒战线的同志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忠诚
履职，涌现出一大批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
先进典型和杰出同志。 今天受到表彰的同
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希望大家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在全省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
中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杜家毫强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
民族兴衰、人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
的一贯立场和主张。 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的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 切实履行好禁毒工作政
治责任，党政主要负责人担当第一责任人，
做到认识到位、措施到位、责任到位、保障
到位， 推动中央关于禁毒工作的决策部署

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各级禁毒委员会和成
员单位要继续保持对毒品的“零容忍”，坚
持部门协同、社会共治，全力打好新一轮禁
毒人民战争， 加快构建全覆盖预防宣传、
全环节管控、 全链条打击、 全要素监管、
全方位监测等禁毒工作体系。 全社会要
不断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积极关心、
支持、参与禁毒工作，共同推动禁毒工作
向纵深发展。

许达哲指出，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
政治站位，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禁
毒工作系列决策部署，以铁的决心、铁的手
腕减少毒品来源、毒品需求、毒品危害，切
实将禁毒人民战争引向深入， 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要完
善治理体系，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依
法治理毒品问题，大力消除因贫、因愚、因
病、因乱涉毒因素，严打毒品犯罪、严管吸
毒人员、严控制毒物品、严治重点地区，坚
持科学立法、 推进严格执法、 加强执法监
督，坚决打赢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要坚持
齐抓共管，各级党委政府、禁毒委员会、禁
毒委员会成员单位要强化属地责任，政法、
宣传、医疗、教育等系统要各司其职，强化
禁毒工作的机构队伍、经费装备保障，加强
禁毒设施建设和职业保障， 宣传好、 动员
好、 组织好群众， 建立完善禁毒工作的考
核、督导、奖励机制和毒情监测体系，形成
高效有序的禁毒工作格局。

会上， 各市州政府向省政府递交了新
一轮禁毒人民战争责任状。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
关文件精神和就业工作座谈会精神， 分析研
判当前经济形势，部署做好下阶段经济工作。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强调， 要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做
好当前经济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坚定
信心决心、保持定力耐力，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
险，多措并举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
资、稳投资、稳预期，坚定不移打好三大攻坚
战，全力以赴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会议听取了省政府党组关于前三季度经
济形势和贯彻落实中央“六稳”要求的情况汇
报。今年以来，全省工业经济运行平稳，投资
增速趋稳、结构趋优，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外
资外贸继续快速增长，财税质量稳步提升，人

民生活持续改善， 经济运行总体呈现稳中有
进、稳中提质、稳中向好态势。但也还存在工
业增速回落、增长动能不足、重大风险化解任
务较重等困难和问题。

会议指出，从全局、长远和趋势看，“稳”
是主基调、“进”是关键词、“好”是总态势。全
省各地各部门要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坚定信心决心、保持定力耐力，变压力为
动力、化挑战为机遇，坚定不移把湖南的事情
办好。要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防风
险，把“六稳”的部署要求落到实处。“六稳”的
着力点在实体、在产业。要继续深入开展“产
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全力做好承接产业转移
和发展实体经济两篇文章， 加快产业转型升
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添活力、增后劲。“六稳”的
关键在打好三大攻坚战。 要以作风建设为重

点，全力脱贫攻坚；妥善处理好有序化债与保
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关系，做好社会治理
和安全生产等工作，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坚决整治各类沉疴宿疾， 牢牢守住发展决不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底线。“六稳” 的动力在
改革开放。 要精心筹备好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相关工作，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国企国
资改革、机构改革等工作，大力实施“五大开
放行动”。“六稳” 的落脚点在保障改善民生。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稳
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尽心尽力把教育、社保、
医疗、交通、饮水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
情办好，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要立足实际，善于把自身特点优势、中央相关
政策和当前经济发展要求三者紧密结合起
来，不断挖掘和释放政策含金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
部署下阶段经济工作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全省三年禁毒大行动总结表彰
暨部署新一轮禁毒人民战争会议召开
杜家毫会见部分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

许达哲出席并参加会见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贺威 ）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校长乌兰
在省委党校与教职工座谈。她强调，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引，强化政治责任，始终把党校姓党根本
原则贯穿到党校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做到坚守如初、始终如一，不断提升党校办
学治校水平。

乌兰认真听取了省委党校工作情况汇
报和教职工代表发言，不时插话和大家交流。

乌兰要求， 要牢牢把握党校姓党这一
根本原则， 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始
终把握好政治方向，强化政治责任，无论是

教学科研还是日常管理， 都要自觉对标党
校姓党的根本原则去把握去落实， 切实做
到党校姓党、党校教师姓党。要牢牢把握党
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这一主业主课，党
校教师要带头强化党的理论学习研究，特
别是要在深入学习和钻研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最鲜活的
马克思主义上狠下功夫，做到真学真懂、真
信真用；坚持姓党立身修养，坚定政治信念、
站稳政治立场，带头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
矩，炼就坚强党性；加强教学方法研究，在办
学理念、课程安排、教学模式上加大探索创
新力度，不断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荩荩（下转2版③）

乌兰与省委党校教职工座谈时强调

坚持党校姓党原则
提升办学治校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慧芳

汗水化成硕果。今年8月，省政府正式
下文公布，中方县成功脱贫摘帽。

“不许一户再返贫。”中方县把脱贫摘

帽当作新的起点， 想方设法筑牢脱贫致
富根基，力争做到脱一户稳一户、扶一户
富一户。

国庆长假刚过，记者来到中方县，在昔
日贫困村看到了一道道新风景。

荩荩（下转4版）

棚改前三季度开工22.53万套
为年度计划的78.78%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刘玮）我省始终坚持把就业放在经济社
会发展的优先位置，着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良好环境，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就
业局势保持了总体稳定。

记者昨天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今年前三
季度，我省城镇新增就业65.43万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93.47%； 登记失业率由去年的

4.02%下降至3.61%，为近年来最低点。
此外，失业人员再就业28.02万人，完成

年度目标任务的93.41%； 就业困难人员再就
业9.84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98.4%；农
村转移就业规模1583万人， 新增农村劳动力
转移就业40.4万人，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101%；重点监测的1300家企业用工稳定。
今年以来， 我省着力抓好就业创业扶持

政策完善与落实。近年来，我省构建新一轮积
极就业创业政策体系，配套出台政策30余个，
最大限度释放政策红利。

荩荩（下转2版①）

牢牢稳住就业“基本盘”
全省前三季度城镇新增就业65.43万人， 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93.47%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10月11日， 世界500强企业德国大陆
集团与长沙市政府举行全面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将在智慧出行、高新技术、产业基金、
中央电子工厂领域展开合作。其中，将在我
省汽车产业重镇———长沙经开区设立中央
电子工厂项目， 为长沙整车制造及零部件
产业再添一位重量级成员。

据长沙市汽车产业链推进工作办公室
披露，今年前8月，长沙汽车产业链新签约
引进项目26个；前7月，全市汽车及零部件

制造产业实现产值约为737.9亿元，同比增
长约17.3%。

汽车零部件企业加速集聚
目前，长沙共有上汽大众长沙工厂、广

汽三菱、广汽菲克、比亚迪、长丰猎豹和博
世长沙、索恩格、住友橡胶、中信戴卡等
146家整车和零部件企业， 形成了轿车、
轻中重载货汽车、越野车、专用车、客车、
新能源汽车6大类整车为核心的汽车产
业集群。

荩荩（下转3版）

� � � �德国大陆集团落户长沙经开区，将在智慧出行、高新
技术、产业基金、中央电子工厂领域展开合作。今年前8月，
长沙汽车产业链新签约引进项目26个———

汽车巨头“结链”长沙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张泽鹏）工信部近日公布《2018年智能
制造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全国99个项目中，
我省长城信息金融设备、 长沙远大住宅、山
河智能、科霸汽车动力电池、科伦制药、衡阳
华菱钢管、飞沃新能源7家企业上榜。

我省上榜企业数量与江苏、安徽相同，

并列全国第三。
省经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6月，

我省中电科48所、金驰能源、三诺生物、时
代新材、桑顿新能源、科力嘉纺织6家企业，
获得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和新模式项目
支持。我省今年一共新添13家企业进入智
能制造工程“国家队”。 荩荩（下转2版⑤）

7家企业新晋智能制造示范“国家队”
全省累计达43家，位居全国前列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今晚，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在株洲开幕。本届
艺术节将在株洲、 长沙两地上演， 大型剧
目、小戏精品、文化创意产品成果展等演出
展览将轮番为市民送上艺术的盛宴。

湖南艺术节每3年一届，本届艺术节以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为主题，将持续
到10月29日。艺术节共设置了开幕式、闭幕
式及颁奖晚会、专业舞台艺术活动、群众文
化活动、全省美术书法摄影精品展、文化创
意产品成果展六大活动，集中展示3年来湖
南艺术创作的最新成果。

艺术节期间， 将举办48场专业舞台艺
术活动展演、14场新创精品群文剧（节）目
展演及巡演，一大批反映改革开放成就、乡
村振兴、 精准扶贫等时代主题的舞台艺术
作品将与观众见面。

荩荩（下转2版④）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在株洲开幕

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第六届湖南艺术节

� � � � 10月11日晚，株洲神农大剧院，演员在表演大型民族歌剧《英·雄》。当天，第六届湖南艺术节开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