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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12月10日，永州市委书记李晖接受湖
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
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正本清
源、拨云见日，为做好新时代民营经济工
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李晖介绍， 近年来， 永州大力实施
“开放兴市、产业强市”战略，不折不扣落
实相关政策，持之以恒创优营商环境，全
市民营经济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截至今
年9月，全市民营企业达到29186户，个体
工商户达到178387户， 民营企业贡献了
全市54.6%的经济增加值、58.1%的实际
投资额、60.8%的税金、90%的就业岗位，
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顶梁柱”、改革创
新的“弄潮儿”、脱贫攻坚的“生力军”。

李晖表示，永州不靠海、不沿边，发
展的希望在民间，活力在民营，动力在民
资。 永州将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民营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精神，下决心、动
真格，出实招、谋实策，坚定不移推进民
营经济大发展大繁荣。

一是聚焦纾困解困不含糊。 针对民
营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和普遍诉
求， 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大力
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的6个方面政策
举措，制定出台配套措施。突出抓好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降成本行动各项工作，进
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降低要素成本
和制度性交易成本。 充分发挥财政引导
作用，多举措、多渠道解决好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 深入开展“实体经济三走
访”大调研活动，“一企一策”帮助民营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

二是聚焦创新驱动不松劲。 抢抓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机遇，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纵深
推进“开放兴市、产业强市”，加紧建设好
研发、检测、信息、外贸、双创等服务平台，
加快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政策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全链条发展、全要素支
撑、全方位推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大力
支持民营企业开展技术、产品、管理、商业
模式创新， 鼓励民营经济进入新兴产业、
高技术产业、现代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

领域，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是聚焦优化环境不折腾。 坚持以

“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持续深化“放
管服”改革，全面推进“互联网+政务服
务”平台建设，着力营造公平竞争环境，
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母亲式”服务。坚
持依法行政，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
监管， 加大对企业生产经营和项目周边
环境治理力度， 着力打造公平正义的法
治环境。按照“亲”“清”要求，完善政企常
态化沟通机制，努力构建交往有道、公私
分明，各尽其责、共谋发展的新型政商关
系，做到既“亲亲热热”又“清清白白”。

四是聚焦壮大永商不懈怠。 秉持团
结、服务、引导、教育的方针，深入实施民
营企业家素质提升工程，加强政策、法律
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培训，引导非公经济
人士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激
发和弘扬企业家精神， 打造一支有担当、
有能力、有追求、有信仰、有信心的企业家
队伍。大张旗鼓对优秀民营企业家进行宣
传、表彰和奖励，依法保护企业家人身、财
产安全，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

� � �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汪令维 彭柳）今天，郭嵩焘诞辰200周年纪念大
会暨郭嵩焘纪念馆开馆仪式在湘阴举行。活动由
中国人文外交促进会、省社科院、省文史馆主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特邀嘉宾、专家学者、郭氏后裔
等近千人出席。外交部原副部长吉佩定在会上指
出，郭嵩焘的贡献将为世代追求国家富强、人民
幸福的志士仁人所铭记。

郭嵩焘，1818年出生于湘阴，作为中国首任
驻外公使、中国近代改革开放启蒙思想家，开创
了近代中国对外开放、交流合作的先河，被誉为
中国近代“清醒看世界第一人”。

今天的活动中，吉佩定等嘉宾为郭嵩焘雕像

揭幕。
与会嘉宾参观了新落成的郭嵩焘纪念馆。郭

嵩焘五世嫡玄孙郭天柱说， 纪念馆用文物说话，
还原了先祖自强不息、忠孝一生、毕生手不释卷
和处变不惊、挽澜不屈“定识人间有此人”的生命
轨迹。中国人文外交促进会会长徐田辉说，站在
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我们更需要解读
郭嵩焘身上彰显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弘扬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的
湖湘文化。

当日，湘阴县还组织召开了湘军将领研究机
构负责人座谈会和郭嵩焘全国学术研讨会。

民营企业
有力量

创优营商环境，
促推民营经济大发展

———访永州市委书记李晖

郭嵩焘诞辰200周年
纪念活动在湘阴举行

� � � �湖南日报12月16日讯 （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王德和 吴宇航）截至12月16日，湘潭市已完成
2019年度《湖南日报》等主要党报党刊指令性发
行任务，且实现了发行数量稳定、覆盖面进一步
扩大的目标。

湘潭市要求各级各部门，将党报党刊发行工
作作为学习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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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行动来完
成。通过三项主要措施，确保按时完成主要党报
党刊发行任务。一是深挖需求，扩大发行覆盖面。
通过细致摸排，将部分新成立的金融单位、国有
企业等列入报刊发行范围，并赠送报刊给“两新”
组织、困难企业等。二是精准督导，强化发行责
任。充分利用电子政务系统，采取发短信督导函
给相关单位部门党委主要负责人等方式，压实责
任，促进发行。三是优化服务，确保发行到位提

速。加强与邮政部门对接，在征订期坚持“发行情
况每日一调度、存在问题每日一汇总、解决进度
每日一更新”。扩大征订队伍，并要求队伍主动对
接、上门服务、定向服务。实行邮政代分发、无中
转投递服务，提高了报纸发行时效。

湘潭市完成主要党报党刊发行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