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新房 促就业 早脱贫
12月5日，宁远县柏家坪镇曙光新村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整洁干净。该村于2017年

11月建成，入住了142户贫困户。入住后，当地政府为贫困人员进行技术培训，联系企业
在当地分设扶贫车间等。目前，村里已有125户473人实现了脱贫。 傅聪 刘玉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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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里斯本12月4日电 当地时间12月
4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德索萨举
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以中葡建交40周
年为新的历史起点，推动中葡友好合作不断取
得新成果，谱写中葡关系发展的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中葡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两
国建交39年来，始终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彼
此信任、互利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
幻考验，一直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古人说：交
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中葡
就是这样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赞赏葡方坚
持一个中国政策， 愿同葡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
持。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两国政府、立
法机构、政党、地方、民间交流，深化政治互
信，筑牢两国友好政治根基。双方要以签署中
葡政府间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
契机，全面加强“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促进
互联互通。双方要扩大务实合作，做大做强现
有项目，扩大双边贸易往来，营造更多合作增
长点。双方要密切人文交流，加快推进里斯本
中国文化中心筹建工作，加强教育、广播影视
等领域交流。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密切在重
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和配合， 共同维
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习近平指出，中欧是全面战略伙伴。中国
一贯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 希望葡方继续在
欧盟内部发挥积极作用， 维护中欧关系发展
正确方向。

德索萨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葡中
两国交往历史悠久，彼此之间相互了解，这是

我们双边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 明年将迎来
葡中建交40周年，葡萄牙期待着深化同中国
在经贸、金融、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中
国企业扩大对葡投资。 葡萄牙支持“一带一
路”倡议，愿成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
路在欧洲的枢纽。 葡中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立
场相近，都支持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支
持自由贸易，反对保护主义，要密切在多边机
构的协调。葡萄牙支持加强欧中关系，愿继续
深化葡语国家同中国的合作。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会见了记者。
会谈前，德索萨总统在帝国广场为习近平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帝国广场

时，德索萨上前热情迎接。两国元首登上检阅
台。军乐队奏中国、葡萄牙两国国歌，同时鸣
21响礼炮。在德索萨陪同下，习近平检阅仪仗
队，随后前往观礼台观看分列式。广场外，簇
拥的人群挥舞着中国国旗， 高声呼喊热烈欢
迎习主席。

欢迎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向葡萄牙历史
上最伟大的诗人、民族英雄卡蒙斯墓献花环。

在前往总统府途中， 葡萄牙国民卫队骑
兵仪仗队随行护送。抵达时，德索萨在停车处
再次迎接，礼兵在沿途两侧列队，小号手吹号
致敬。习近平与葡方陪同人员握手，德索萨与
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当晚， 习近平和彭丽媛与德索萨共同参
观了“海上丝绸之路”故宫精品文物展。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
述活动。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彭雅惠）今
天，湖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宣传月启动
仪式在长沙举行。经过前期准备，我省全国
经济普查将于2019年1月1日起开始入户登

记，1月至4月为入户登记阶段。
湖南省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旨在全面

调查全省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益，了解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

技术、产业形态的现状以及各生产要素的构
成，摸清全省法人单位资产负债状况和新兴
产业发展情况，进一步查实各类单位的基本
情况和主要产品产量、服务活动，全面准确
反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新动能培育壮大、
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的新进展。

普查对象是我省境内从事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
个体经营户。 荩荩（下转2版）

习近平同葡萄牙总统
举行会谈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王晗）“只需1小时就完成备案了！”5日，长
沙恒德卓伯根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报建经理
李建军， 在湘江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完
成现场备案后向记者感慨。 这是长沙深化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体现。

近日， 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了
《2018年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其中，长沙市的营商环境
评价在35个大中城市中位列第九，比去年
跃升11位。尤其是软环境评价，位居35城
第二，仅次于深圳市。

该《报告》课题组选取全国直辖市、副
省级城市、 省会城市共35个大中城市，对
其软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
服务环境等指标进行评价，得出了营商环
境综合评价指数。

2018年全国营商环境指数前10名分
别为深圳、上海、广州、北京、重庆、成都、
南京、杭州、长沙、武汉。

《报告》分析指出，长沙排名比去年提
升的重要原因是软环境指数显著提升，由
去年排名第三十一位，跃升至2018年排名
第二。这主要与长沙的注册企业、投资增

速、人口增长指数领先有关。
《报告》认为，长沙在各个领域表现良

好，比如去年长沙每千人拥有的市场主体
数量为103个，和杭州接近，超过了京沪；
去年常住人口增速为3.57%，居35城第二；
去年的投资增速在35城中靠前，地区生产
总值首次突破了万亿元。这与该地呈现全
国房价洼地、投资成本低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11月28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
决定， 将逐步在全国开展中国营商环境评
价，推动出台更多优化营商环境的硬举措，
使中国继续成为中外投资发展的热土。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黄婷婷

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一个个
重大项目相继开工，一座座标准厂房拔地
而起；一大批湖南人从沿海回来，选择在家
门口就业；越来越多在沿海发家的企业家，
相继投资湘南湘西，一展伟业宏图……

今年，湖南“老乡”返乡的热情格外
强。自国家批复建设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以来，超过半个湖南面积的湘南
湘西6市州迎来了发展新机遇。

连日来， 湖南日报记者走进衡阳、郴

州、永州、邵阳、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感受“头雁”领飞、奋力奔跑的承接
新姿态，见证动能转换加速、产业活力迸
发的湘南湘西实践。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补链
强链拔节“长高”

11月下旬， 刚刚入冬的湘南大地，暖
意依然。

在永州市祁阳县的湖南凯盛鞋业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 记者闻不到传统鞋厂刺鼻
的胶水味， 只看到一块块鞋面从几台密闭

的自动化“大家伙”整齐有序地“吐”出来。
这是该企业新引进的龙门式裁断机，生

产效率可比传统裁断工艺提高两至三倍。
湖南凯盛鞋业有限公司，是国际大牌

耐克合作伙伴广东广硕鞋业有限公司于
7年前在中西部地区建立的第一家生产基
地。公司总经理张维泰介绍，转移至祁阳
以来，企业不断升级改造生产线，生产效
率、企业效益显著提升。今年前10月，凯盛
鞋业完成产值8500万美元，预计今年将首
次突破年产值1.1亿美元。

荩荩（下转8版）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冒蕞 刘笑雪）昨
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民
生工作座谈会， 梳理今年民生工作和重点民
生实事完成情况， 研究明年民生工作和重点
民生实事。他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承诺于民、兑现于民，精准施策、稳中
求进，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增强人民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省政府秘
书长王群出席座谈会。

会上、省人社厅、教育厅、民政厅、财政
厅、生态环境厅、住建厅、交通运输厅、水利
厅、农业农村厅、文旅厅、卫健委等省直部门
负责同志作汇报发言，省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围绕民生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许达哲说， 湖南历来高度重视保障和改
善民生，民生投入持续增加，公共服务不断完
善，社会保障更加有力，取得了良好的工作实
效。坚持每年办重点民生实事，就是要通过引
导、示范，在实际工作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 以更多更实的为民举措彰显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增进民生福祉的决心。

许达哲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首先
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宗旨意识，把增进民生
福祉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 像抓发展一样抓

民生、像落实发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着
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要狠抓民
生重点工作，围绕治水修路、办学办医、扶贫
济困等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
问题，突出重点领域、重点人群、重点工作，扩
大覆盖面和实效，特别要围绕脱贫攻坚、生态
环境、安全保障以及就学、就业、就医、养老、
安居、出行等方面的民生实事，落实责任、强
化考核，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
一年干。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摸清民生
投入盘子，优化支出结构，确保民生所需资金
及时足额到位，做到承诺于民、兑现于民。要切
实提高民生工作效益，讲究投入产出、力戒形
式主义；严格资金监管，资金运行到哪里，监督
就跟进到哪里， 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到刀刃上。
要做好统筹文章， 将民生工作与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污染治理等结合起来，引导企业、民间
团体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形成合力。

许达哲强调， 要扎实做好当前民生工作，
对照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任务分工，集中调度和
落实各项民生实事进展情况， 承诺了就要兑
现、说到就要做到，确保圆满完成任务。要广泛
听取民情民意， 及早谋划好明年民生工作。春
节将至，要切实抓好生产安全、交通安全、能源
保障、市场供应、走访慰问困难群众等工作。

� � � �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冒蕞 刘笑雪）今
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
2018年省安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分析当前
安全生产形势，研究部署岁末年初安全生产
工作。他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论述，毫
不松懈地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坚决防范遏制
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完成全年安全生产目
标任务。

省领导陈向群、何报翔、隋忠诚、陈飞、
吴桂英、赖明勇，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今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和下阶段工作安排的汇报，原则同意
《湖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工作规则》。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今年以来安全生产
工作取得的成效。他指出，年底将至，大家要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
线，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和谐稳定。

许达哲强调，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加强重大风险研判和防控， 加强开发区、工
业园区规划安全风险评估论证，持续淘汰不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

落后产能，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
全面排查、及时消除各类隐患，对重大事故
隐患实行挂牌督办， 确保风险有效管控、隐
患及时清零。强化安全监管执法，完善常态
化暗查暗访机制，加大对重点地区、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重点企业的现场监管和执法。
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确保煤矿、危
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人员密集场
所、城市公交等领域安全。

许达哲强调， 要始终强化安全发展意
识，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省安委会成员
单位要切实把责任扛在肩上、 落在实处，充
分发挥各专业委员会作用。要进一步强化履
职尽责，从严从实考核问责，凡存在失职渎
职的，要严肃追责、决不放过。

许达哲强调，当前正值岁末年关，元旦、
春节及全省两会即将到来，各级各部门要做
好应急预案，强化人防、物防、技防，织密安
全生产防控网，防范各类事故发生，努力营
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湖南日报12月5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黄
婷婷）正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伟大的
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展会现场，“湖
南元素”熠熠生辉，生动反映出湖南与祖国
改革开放40年同频共振。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大型展览共设计
了6个展区，分别为“伟大的变革”“壮美篇
章”“关键抉择”“历史巨变”“大国气象”和
“面向未来”。“伟大的变革”开篇视频中，湖
南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石碑的镜头，格外
醒目。

“壮美篇章”展区中。湖南生产的杂交水
稻种子，在展区第一单元“希望的田野”上撒

播； 湘江新区是全国19家国家级新区的一分
子； 长沙中低速磁浮快线作为国家区域协调
发展“中部崛起”的成果之一，在屏幕中飞驰。

“关键抉择”展区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十
八洞村同村民座谈的照片，引人注目；习近平
总书记在岳阳市君山华龙码头查看非法砂
石码头取缔及整治复绿、湿地修复情况的照
片， 传递了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理念；湖
南日报头版刊发的《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担
当》获“点赞”无数。

“历史巨变”展区内，橘子洲景区40年前
后对比照片，反映了城市的巨大变化；南山
国家公园、郴州绿色矿山呈现出生态环境的
大幅改善；湖南沅陵县通溪村贫困户米月青

工作时露出的笑脸、十八洞村猕猴桃产业基
地的累累硕果，“装满”了老百姓的幸福感。

“大国气象”展区中，三一重工86米泵
车模型最受小观众青睐； 铁建重工自主研
制的盾构机“加丽娜”号模型，众人争相“合
影”；中车株洲研究所生产的新型智轨电车
模型，给人以强烈的时尚感和科技感；华曙
高科的全球首款开源金属增材制造设备入
列“中国制造成绩斐然，大国重器奠定强国
基础”单元……

截至目前， 大型展览累计参观观众超
96万人次；在“我爱我的家乡”互动项目中，
前来参观的湖南人为家乡点赞加油近
5000次。 （相关报道见3版）

长沙软环境：全国35城排第二
营商环境评价排名第九位，比去年跃升11位

争当“领头雁” 跑出“加速度”
———承接产业转移的湘南湘西实践

许达哲主持召开民生工作座谈会强调

承诺于民 兑现于民 不断增强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明年1月1日起我省第四次
全国经济普查入户登记

图片、视频、模型展示等内容，呈现了湖南40年来的巨大变化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安委会全会强调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确保完成全年安全生产目标任务

“湖南元素”闪耀伟大变革展

� � � �郴州是我省向南开放的“南大门”，湖南
“增长极”的重要一极，也是全省改革开放的
“前沿阵地”，一直承担着为全省改革开放“探
路、搭台、架桥”的历史使命。

40年来，郴州在大胆探索中前行，在不
断总结中完善， 集聚资源要素， 扩大对外开

放，坚持夯实载体、拓展平台、务实招商、延伸
链条， 开放型经济牢牢占据全省第一方阵。
40年来，该市累计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84.9
亿美元、 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171.5亿美元，
两项总额均连续6年位居全省前3位。

（详见4版）

奋力跃上新高地
———郴州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