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戴
鹏）总建筑面积1900多平方米的报
道指挥及展示区， 可以同时承担信
息汇集、展示、流转及指挥、汇报、信
息发布、协同办公等功能。近日投入
使用的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 成了
全省宣传系统观摩的“网红”。3月
11日下午，株洲市委宣传部主要负
责人带领该市10个县(市、区 )宣传
部门负责人， 参观考察湖南日报社
中央厨房， 共商高标准建设县级融
媒体中心大计。

省委已正式确定湖南日报社为
我省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省级技术
平台单位。 湖南日报社中央厨房也
是我省目前唯一一个已建成的功能
完备的融媒体中心技术平台， 可承
担5000个媒体终端同时运行的工
作任务。

考察期间， 大家就湖南日报社
中央厨房运行情况、如何使用、县级
融媒体中心如何接入等问题与湖南
日报社技术员进行了现场交流。“平
时， 大家看湖南日报， 是吃现成的
‘菜’；这次，是走进了“厨房”，亲眼
看到了‘做菜’的过程，感受又不一
样。” 株洲市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
说，湖南日报为株洲传播好声音，对
株洲市加快建设“一谷三区”功不可
没。通过这次参观考察，大家现场感
受了湖南日报社在融媒体建设上所
作出的努力，开拓了视野。

株洲市各县（市、区）宣传部门
负责人均表示，将积极行动起来，按
照统一部署进行前期准备， 加快汇
报、加快对接,加快实施县级融媒体
中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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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王旭东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
行的记者会上 ， 商务部部长钟山表
示， 今年将改造提升一批步行街，优
化便利店布局，推动“农产品进城、工
业品下乡”，发展服务消费。

推动“农产品进城”，可以畅通农
产品进城的渠道，让农产品在第一时
间进城 ，好货卖个好价钱 ，既可以提
高农民收入，也能缓解农产品滞销问
题 ；另一方面 ，新鲜农产品进城也是
加强城市供给之举，可以丰富城市居
民的“菜篮子”“米袋子”，改善和提升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

推动“工业品下乡”，可以实现多
重效应 。眼下 ，不少 “山寨 ”与假冒伪
劣商品在一些农村很有“市场”，严重
扰乱农村消费市场的秩序，损害农村
消费者的权益，对正牌、正宗、正版商
品构成伤害。优质商品不去占领农村
市场，必然导致“山寨”泛滥。推动“工
业品下乡”， 既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
买到质优价美的工业品，又可以改善
工业品供给侧问题。

推动 “农产品进城 、 工业品下

乡”，还可以加速城乡间人才、资本等
要素流动 。随着扶贫攻坚 、乡村振兴
等国家战略向纵深推进 ， 城乡间人
才、 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显著增强，不
仅本土大学生返乡创业的多了，很多
“海归”也到乡村去寻找创业机会。现
实而言，现代农业发展的空间潜力巨
大 ， 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土
地、充满希望的田野。无论是“农产品
进城”，还是“工业品下乡”，都会吸引
大批人才“穿梭”于城乡，吸引资本关
注这两块“市场”。

其实 ，长期以来 ，农产品进城与
工业品下乡一直都在做 ， 但存在着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实现让
想进城的进城 、愿下乡的下乡 ，推动
区域优势互补 、城乡融合发展 ，可谓
是任重道远。它不仅仅是“物质”层面
的问题 ，更涉及到人才 、资本等要素
的合理有序流动 。因此 ，在这种 “进
城 ”“下乡 ”的双向流动中 ，“品 ”的流
动是载体 ，“质 ”的升级是核心 。在推
动 “农产品进城 、工业品下乡 ”进程
中 ，期待城乡消费有 “质的提升 ”，城
乡人才与资本等要素的流动有“质的
飞跃”。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上午，
全省党委秘书长会议在长沙召开。会议的主要任
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办工作的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党委秘书
长会议精神，对加强政治建设、落实请示报告条
例、发挥督查利剑作用、整治“两个主义”等进行
系统部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谢建辉强调，全
省各级党办要树牢“四个意识”，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不断提高“三服务”质量水平，更好担当党
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

谢建辉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党中
央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协助党委贯彻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要求，践行“五个坚
持”、担当“四种角色”，把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落
实到具体行动中。

谢建辉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重
大事项请示报告条例》 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督查
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提高请示报告工作的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更好发挥督查利剑作用。要
坚持问题导向，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抓
好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切实当好党委（党组）的参
谋助手，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彭雅惠）未来10
天，我省可能还有3次降水过程，短期内需注意防
御较强降雨过程可能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和中
小河流域洪水灾害；进入汛期（4至9月）后，预计
全省总降水量较历年同期均值偏多一成左右。今
天召开的全省防汛形势分析会透露，今年我省水
旱灾害防御各项准备工作可在汛前基本落实到
位，以保障安全度汛。

今年湖南提前入汛，距离正常年份汛期还有

近1个月时间，我省湘南地区已出现汛情，这主要
受降水量明显偏多影响。今年以来，全省平均降
水量、平均降水日数均为1951年以来的历史同期
第二高值；暴雨站次数达42站次，为历史同期最
多；累计面平均江水量257.5毫米，较历史同期均
值偏多41.1%。 其中，3月份以来平均降水量较历
史同期均值偏多142.6%，导致湘江中上游发生了
一次超警戒水位的洪水过程。

据省气象部门预测，3月12至13日、16至17

日、19至20日，我省还将发生3次降水过程，后期
降雨仍将偏多，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目前，省、市、县水旱灾害防御准备工作均已
有序开展， 去冬以来全省共落实冬春水利项目
1494个，计划总投资289.95亿元，截至2月底，完
成投资259.71亿元，占计划投资的89.57%，冬春
水利工程建设进展顺利；截至3月初，水毁水利工
程修复完成96%；累计出动2500余人，对全省地
质灾害隐患点展开汛前排查。

“进城”“下乡” 两全其美
据预测今年防汛形势较为严峻

我省水旱灾害防御
准备工作有序开展

全省党委秘书长会议在长沙召开
更好担当党委的“坚强前哨”和“巩固后院”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欧阳静子） 据海关统计，
2019年1至2月， 湖南省进出口总值
522.2亿元人民币， 比上年同期增长
41%。 其中， 出口362.2亿元， 增长
61.7%；进口160亿元，增长9.3%。海关
分析认为，我省外贸稳中向好势头没
有改变，外贸发展需把握机遇、加快
走出去步伐。

香港、欧盟、东盟依旧为我省主
要贸易伙伴，其中，对美国贸易额32.5
亿元，下降19.4%；对德国贸易额30.1
亿元，增长1.5倍。民营企业快速增长
为进出口主力军，1至2月进出口378.5
亿元，增长62.2%，占同期全省进出口
总值的72.5%。一般贸易占比近八成，
加工贸易小幅下降。一般贸易进出口
416.1亿元，增长55.2%；加工贸易进
出口87.7亿元，下降8.2%。

出口方面，机电产品、劳动密集

型产品为主要出口产品。1至2月，湖
南省出口机电产品152.2亿元， 增长
56.9%，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的42%；
出口高新技术产品42.3亿元， 增长
38%，占11.7%。

进口方面，机电产品为主要进口
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下降。1至2
月， 湖南省进口机电产品69亿元，增
长17.6%， 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
43.1%， 进口高新技术产品27.4亿元，
下降9.7%。

海关分析，当前，我国经济正从
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但外部环境仍充满不确定性，外贸发
展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贸易伙
伴多元化，大力发展服务贸易，鼓励
外贸新业态健康发展等。对于外贸企
业而言，加快科研力度、专心做好产
品、把握新机遇，外贸发展依然大有
可为。

湖南日报3月11日讯（记者 沙兆华）今天，省
委统战部组织召开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民
营企业家座谈会。 与会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作
的政府工作报告让广大民营企业家深受鼓舞，倍
感振奋，要提振信心，加快创新发展，为全省经济
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座谈会上，来自金荣企业、三一重工、山河智
能、一力股份的企业负责人和湖南省山东商会负
责人先后畅谈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李克强总理作的政府
工作报告， 发出了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强音，
回应了民营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重大关切，民营企
业必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机遇，广大民营企

业家应该安心搞经营，放心办企业，聚精会神谋
创新、谋发展，将释放的政策红利转化成企业发
展的内生动力，切实担负起引领全省民营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职责使命。

省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在座谈会上表示，全
省各级统战部门、 工商联组织要认真学习贯彻全
国两会精神，强化责任担当，积极促进各项政策落
实落地，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瞄准培
养具有开拓精神、前瞻眼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目
标， 不断加强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年轻一代民营企
业家队伍建设，在促进“两个健康”中实现新发展。

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三一智能网联重卡项目、湖南省山东商会
总部。

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

省委统战部组织民营企业家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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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月湖南进出口增长四成多
出口362.2亿元，增长61.7%；进口160亿元，增长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