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月12日， 长沙
人才市场，求职者在
招聘会上挑选岗位。
当天，长沙市人力资
源公共服务中心举
办“稳就业，促发展”
2019年新春招聘月
系列公益性招聘会。
此次招聘活动为求
职者提供2万余个
就业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辉
摄影报道

稳就业
促发展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通讯员 谢敏婷
记者 周月桂）农历新年伊始，我省“万企闯
国际”行动实现开门红。春节前后，省商务
厅组织数十家省内企业远赴德国参加第70
届纽伦堡国际玩具展（1月30日至2月3日）
和2019年法兰克福春季消费品展（2月8日
至2月12日），拉开了“万企闯国际”行动的
序幕，企业喜获订单。

在纽伦堡国际玩具展上， 我省32家
烟花、玩具企业参展，参展面积达420平
方米，现场成交金额突破8000万美元。在
法兰克福， 我省30家日用消费品企业近
70余人参加春季消费品展， 参展面积达
400多平方米，其中96%的参展企业来自
醴陵市。

据介绍，“万企闯国际”行动旨在有效
引导企业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全面提升
外向度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拓展我省外贸
发展新空间。省商务厅表示，下一步将调
整和完善重点境外展会支持目录，联合省
直相关部门组织引导企业参加境内外知
名展会，引导和支持企业利用境外专业展
会平台有效开拓市场，推动我省外贸加快
发展。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通讯员 周闯 吴思
记者 胡宇芬） 记者昨天从湖南省知识产权
局获悉，2018年全省申请专利94503件，同比
增长23.87%； 授权专利48957件， 同比增长
29.12%。截至去年12月底，全省有效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40684件，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
量达5.93件，PCT专利申请（国际专利申请）
304件。

从地区来看，长沙、株洲、衡阳、湘潭专
利申请和授权位居全省市州前列， 岳麓区、

长沙县、雨花区、开福区专利申请和授权位
居县（市、区）前列。专利申请增长率前3名的市
州是怀化市、邵阳市、娄底市，专利授权增长率
前3名的市州是邵阳市、娄底市、常德市。

荩荩（下转2版③）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王晗）新春
新气象，奋进正当时。今天，湖南湘江新区
召开2019年绩效考核工作部署暨重大项目
推进会，收心定神、鼓劲加压，全年铺排重大
投资项目450个，年度计划投资1228亿元。

为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 湖南湘江新
区将2019年定为“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营
商环境优化年”。 荩荩（下转2版①）

新湖南 新湘商 新作为

� � � �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
讯员 唐晓山 孙存准） 湘江源头春来早。2
月12日， 永州市举行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
移示范区暨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首批项目
集中开工仪式， 总投资138.1亿元的37个重
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

据了解，永州市今年继续深入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 计划实施重点项目
400个、年度投资800亿元以上。

荩荩（下转2版②）

“万企闯国际”
新年开门红

2018年湖南申请专利94503件

全省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5.93件

� � � �全年铺排重大项目450个，
年度计划投资1228亿元

湖南湘江新区
开足马力谋发展

永州首批37个
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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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春节长假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湖南20个贫困县市迎来20位
“熟悉的陌生人 ”———20位省领导集中专题
调研脱贫攻坚。他们脚步经停处，是茫茫大
山；伸手握住的，是亲亲百姓。

今年是脱贫攻坚关键之年，20位省领导
集中调研，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脱贫攻坚重
要批示精神的践行，更是向全省党员干部释
放出清晰而强烈的信号：向脱贫攻坚发起总
攻。料峭春寒、风雨兼程；走下田埂、爬上山
坡，率先垂范的无声“军令”，号召更多党员
干部躬自入局、挺膺负责，为的是锻造一支
雷厉风行、战之能胜的脱贫“铁军”。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近年

来，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勤了，但调研中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现象仍然存在 ，还换上了
新马甲、异化出新变种。省委日前出台《关于
大力提倡求真务实真抓实干集中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意见》，聚焦5个方面16种突
出问题， 特别剑指调查研究作风不实问题。
不置身茫茫大山，怎能理解困羁于山的贫苦
宿命？不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又怎能换来百

姓掏出心窝子？
轻车简从、不打招呼、不用陪同，出发前

才打开密封名单， 沿线临时选定贫困村，为
的就是杜绝“打磨完善”的材料、“反复斟酌”
的汇报、“精心布置”的场景。这次省领导集
中调研，就是带头转变作风，作出榜样示范。

调查研究是个细致活、 是件苦差事，来
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既要看“门面”和 “窗

口”，更要看“后院”和“角落”；既要通过调研
发现问题，更要狠抓落实来解决问题。“房子
透风，要经常补一补，下大雨会不会漏水 ？”
省委书记杜家毫同村民像知心故友一样问
冷暖、拉家常，关注百姓民生的细枝末节。

锻造出一支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脱
贫铁军，就必须牢牢扭住调查研究这个基本
功不放，增强走基层的脚力、察民情的听力、

看问题的眼力、谋事情的脑力 ，真正把情况
摸清摸透，把目标定准定好，把责任压紧压
实，把问题解决到位，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
坚任务。

锻造出一支不负时代使命、不负困难群
众期望的脱贫铁军，就必须用脚步践行向脱
贫攻坚发起总攻的誓言。 越走， 越清晰；越
走，越坚定。“书一定要读，这是家里将来摆
脱贫困，生活好起来的希望。”“难归难，但日
子在一天天变好”……调研期间 ，省领导既
深情祝福贫困户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
美好生活，也殷切叮嘱驻村工作队的同志们
继续做好帮扶工作。

在爬山过坎的铿锵足音里，能听到湖南
向贫困发起最后总攻的嘹亮号角，望见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美好未来。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冒蕞 贺威 陈昂昂

2月11日，农历正月初七。吃完午饭，正
在自家堂屋烤火的凤凰县火炉坪村村民龙
玉明，迎来了一位新客人，几句寒暄，龙玉明
惊喜地发现，给自己拜年的竟是湖南省委书记
杜家毫。

90公里外的麻阳苗族自治县大坡村，同
样的场景发生在贫困户周子松的家中。到他
家“走亲戚”的正是湖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新春上班第一天，由杜家毫、许达哲率
队，包括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
协、省军区的20位省领导冒着严寒，不打招
呼、不用陪同，分赴20个贫困县市，直接进村
入户， 开展为期两天的脱贫攻坚专题调研，
面对面倾听贫困群众呼声，与基层干部共商
脱贫良策，向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
部群众送去新春问候。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湖南迅速行动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并
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重要论述。5年多来，
湖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加快脱
贫攻坚步伐，全省共实现680多万人脱贫，贫
困发生率由13.43%下降到了1.49%。

2月4日，正逢农历2018年除夕。万家团
圆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还惦念着贫困地区、
心系困难群众，并再一次对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精准扶贫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更加坚
定了湖南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

按照湖南省委统一部署， 每位省领导深

入一个贫困县开展专题调研， 随机走访10户
以上群众。 杜家毫率队深入自治州凤凰县，
许达哲奔赴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前往邵阳县，省委副书记乌兰来到
涟源市，其他省领导则分赴洞口县、隆回县、古
丈县、新化县、花垣县、永顺县、龙山县、沅陵
县、城步苗族自治县、桑植县、通道侗族自治
县、泸溪县、新宁县、保靖县、新田县、溆浦县。

这20个贫困县市，除新田县为2018年计
划脱贫摘帽贫困县外，其他县市均为湖南需
要最后攻克的贫困“堡垒”。省领导新春上班
第一天便深入贫困地区， 释放出了强烈信
号：湖南已经向脱贫攻坚发起全面总攻。

以问题为导向， 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气温零下1摄氏度的凤凰县山区，雾凇、
冰凌随处可见。两天时间里，杜家毫先后走
访了火炉坪村、满家村、菖蒲塘村的10户群
众。3年前的一次触电事故，导致菖蒲塘村村
民周立军四肢高位截肢。昂贵的义肢维护费
用， 让原本幸福温馨的四口之家陷入贫困。
即便如此， 妻子张湘玲脸上仍然面带微笑、
乐观向上，两个女儿也乖巧可爱、成绩优异。
杜家毫说，关心弱势群体、帮助贫困家庭摆
脱困境， 是各级党委政府应尽的义务和责
任。当地政府和残联要多上门服务，及时帮
助解决实际困难。

在火炉坪村，杜家毫与从广东打工返乡
过年的隆培加拉家常。隆培加的妻子遭遇车
祸，腿部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杜家毫关切
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回乡就业，隆培加十分高
兴，但又担心找不到工作。杜家毫说，我们一
起来想办法，在家门口就业，既有一份稳定
收入，又方便照顾家庭。

杜家毫特别关心贫困家庭孩子的教育
情况，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检查他们的
寒假作业，并了解教育负担重不重。看到许
多家庭的墙壁上都贴满了学习奖状，杜家毫
欣慰地说， 孩子是一个家庭最大的希望，再
困难也要坚持让孩子们接受教育，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 他还鼓励小朋友们好好学习知
识、成长成才，早日成为家中的顶梁柱。

走访中，杜家毫说，习近平总书记对自
治州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 既是鼓励，
更是鞭策，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我们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认真对照中央
扶贫工作的各项要求，学习兄弟省市先进经
验，找差距、补短板，再接再厉，为全国连片
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探索路子、 创造经验，以
脱贫攻坚的实际成效，向党中央和全省人民
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打下坚实基础。要坚持问题导向，始终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以广大党员干部的辛勤付出， 换来更多贫困
群众脱贫的信心、 幸福的笑容和对党衷心地
拥护爱戴。要进一步重视、关心和爱护基层干
部，充分保护好、调动好、发挥好广大基层干
部的积极性,�以更饱满的精神、 更昂扬的斗
志、更务实的作风，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冒着冰冷细雨，许达哲来到麻阳，深入
大坡村、和平溪村、兴隆湾村，走访了11户群
众。在周子松、张在求、朱永朽等贫困户家
中，许达哲向大家送上新年问候，并翻阅脱
贫手册、查看“两卡两折”，详细询问了贫困
群众的家庭基本信息、各项开支收入、享受
的扶贫政策以及对帮扶工作的满意度。大坡
村村民唐青英住在一栋陈旧的土砖房里，走
进她家中，许达哲关切地询问唐青英的生活
情况和房屋状况，叮嘱村里负责同志还要重
视唐青英这样的非贫困群众的获得感，特别

是处置好危房等安全隐患。得益于危房改造
政策， 贫困户滕昭平在新年之际住进了新
房。围坐在火炉边，滕昭平告诉许达哲，家里
的3个孩子享受了“雨露计划”等教育补助，
开支压力减轻了不少， 今年在驻村工作队的
帮助下又发展了几亩柑橘， 加上妻子的务工
收入，一定能甩掉贫困帽子。许达哲鼓励滕昭
平勤劳奋斗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并要求驻村
工作队的同志们继续抓好产业帮扶等工作。

许达哲在走访中说，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殷切嘱托，以战略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
维、底线思维化解脱贫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
题。要走好精准、特色、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促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切实
提高群众满意度。要坚持问题导向，对信访
反映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拉条挂账解决到
位，真心实意为群众排忧解难。

李微微走访了邵阳县塘代村、 白竹村、
河沿村、老木塘村的13户农家，看成效、听诉
求、问难题，还与乡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员们
面对面交流。李微微说，此行最大的感触，就
是看到了贫困户的内生动力得到了很好地
激发，大家对党委政府的工作发自内心地肯
定，也对脱贫致富充满信心和干劲。

乌兰深入涟源市4个乡镇的7个行政村，
走田埂、踏泥泞、爬山坡，走进21户群众家中
嘘寒问暖、了解情况。在与市乡村干部的交
流中，乌兰说，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当
前要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带领群众将
产业发展好，帮助群众把困难解决好，高质
量打好脱贫攻坚战。

轻车简从、直插基层，坚决
向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宣战

省领导集体到农家访贫问苦， 并非首

次。去年4月，湖南省委便开展了省领导“深
入贫困地区解决群众问题”专题调研，并要
求每年开展2次以上脱贫攻坚调研督查，这
成为湖南狠抓作风转变、 工作落实的率先
示范。

今年1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体会
议，审议通过《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大力提倡求
真务实真抓实干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的意见》，进一步彰显湖南省委向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宣战的坚定决心和鲜明态度。

此次专题调研，省领导延续了去年的好
传统、好做法。白天，各调研组不打招呼、不
用陪同，冒着严寒走村串户，看现场、察实
情；晚上，大家碰情况、谈问题、议对策，尽可
能减轻基层负担。在农户家里,大家开冰箱看
饭菜、摸被子看厚薄,问政策落实、问收入几
何、问身体安恙、问困难诉求。在村里，与村
干部、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以及返乡过年
务工人员深入交流， 了解扶贫政策落实、扶
贫产业发展、结对帮扶、农民工返乡就业等
情况。调研结束当天，省领导还通过座谈会
等形式，及时向当地反馈调研中发现的问题
和扶贫工作中还存在的薄弱环节，共商脱贫
良策。

调查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省领导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解决扶
贫领域信访问题。这次专题调研期间，每位
省领导均领办了3件以上信访案件， 涵盖精
准识别、易地搬迁、产业扶贫、危房改造等领
域。通过层层传导压力，明确办理责任、要求
和时限，一批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得到妥善
解决，形成了强有力的示范带头作用。当地
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将坚持“事事有回音，
件件有着落”， 真正以群众满意为最终目
标，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真心实意为群众
排忧解难。

用脚步践行向脱贫攻坚
发起总攻的誓言

贫困村里听民声解民忧
省五大家领导分赴20个贫困县市开展脱贫攻坚专题调研

新春新作为

扶贫对象识别：不漏过一户贫困户
———自治州探索走出精准扶贫好路子（一）

2版

3版

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2版

特刊
5—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