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通讯员 欧阳静
子 记者 周月桂）据海关统计，2019年1至
5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1413.5亿元，比上
年同期增长34.9%，增速全国第二。

其中，出口984.2亿元，增长52.9%，进

口429.3亿元，增长6.2%。5月份，湖南省外
贸总额325.3亿元， 增长33.1%。 其中出口
236.9亿元， 同比增长53.3%； 进口88.4亿
元，同比下降1.7%。

荩荩（下转2版③）

比上年同期增长34.9%

前5个月湖南进出口增速全国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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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冒蕞 刘
笑雪 通讯员 周花燕）今天上午，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赴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调研，
随后主持召开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 他强
调，要落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总要求，加快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着力
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等群众牵肠挂肚的
问题，促进健康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副省长吴桂英、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
加上述活动。

来到省卫健委， 许达哲走进政务服务
中心、全民健康数据中心，着重询问了健康
扶贫、村级卫生室建设、基层医院医疗服务
能力建设等情况， 与麻阳苗族自治县人民
医院进行视频连线， 鼓励医院持续提高服
务质量水平，在健康扶贫领域担当作为。在
与省卫健委干部职工的座谈中， 许达哲希
望大家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抓好卫生健康工作、解决群
众关心的突出问题作为开展主题教育的具
体行动， 以健康扶贫为突破口促进城乡医
疗卫生服务协调发展， 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推动健康产业发展， 扎实办好医卫领域重
点民生实事，建设作风过硬、业务精湛的医
卫队伍，推动健康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随后许达哲主持召开省医改领导小组
会议， 传达学习了全国医改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医疗保障工作情况， 研究推进下阶段深化
医改工作。

许达哲充分肯定过去一年全省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成效。他指出，医改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是重大的政治任务、重要的民生工
程。湖南作为国家综合医改试点省，要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医改的重要论
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从
群众最期盼的地方做起、 不满意的地方改
起，认认真真找差距、抓落实，加快将医药
卫生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

许达哲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着力解
决“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积极创建国家
医学中心、区域医疗中心，推进“互联网+医
疗”建设，合理布局医疗资源，大力推进健康
扶贫，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加快落实所
有县（市）二甲公立医院全覆盖、基本消除村
卫生室“空白村”等工作，加强乡村医疗卫生
队伍建设；继续推进分级诊疗，挤掉药品、高
值耗材价格虚高“水分”。要坚持预防为主，
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水平。做到“防”字
当头、关口前移，加大健康知识的教育、普及
力度， 加强学校等重点领域卫生防疫工作，
提升群众维护健康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医保
运行效率，扩大医保覆盖面，稳步提升医保
统筹层次，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深化公立医
院改革，完善以公益性为导向的绩效考核体
系和人事薪酬制度，巩固提升“破除以药补
医”改革成果。要坚持狠抓落实，以钉钉子精
神完成各项医改任务。强化责任落实，对照
医改任务拿出时间表， 做到问题挂账销号；
强化协调联动，强化改革创新，搞准基础数
据、形成工作合力，积极稳妥开展试点，及时
回应群众关切，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新华社比什凯克6月12日电 （记者 关建
武 黄尹甲子）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乘专机抵
达比什凯克， 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
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

当地时间晚7时4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
机抵达玛纳斯国际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在舷梯旁热情迎
接。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和面包、蜂
蜜，表达对尊贵客人的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礼
兵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两国元首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热恩别
科夫亲赴机场迎接，向友好的吉尔吉斯斯坦
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
习近平指出，中吉两国山水相连，人民世代
比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我们紧密连接

在一起。当前，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深入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
两国已成为真正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
访问期间，我将同热恩别科夫总统就深化中
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扩
大各领域互利合作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国
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中吉关系未
来发展描绘新蓝图。相信这次访问将巩固中
吉传统友好，推动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
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 比什凯克峰会对上海合作
组织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吉尔吉斯斯坦
作为轮值主席国， 为筹备这次峰会做了大量
工作。相信在各成员国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
一定会取得丰硕成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
现新发展。

热恩别科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表示我对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期待已久。吉
方感谢中方对吉尔吉斯斯坦举办上海合作组
织比什凯克峰会的大力支持。 吉尔吉斯斯坦
同中国的新疆比邻而居， 对包括新疆在内中
国的迅猛发展深表赞叹， 对习近平主席领导
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取得的成就深感钦
佩。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
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杜德文也到机
场迎接。

结束在吉尔吉斯斯坦行程后， 习近平还
将赴塔吉克斯坦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亚洲相
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并对塔吉
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
开始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湖南日报评论员

“民政工作关系民生、连着民心 ，是社会
建设的兜底性、基础性工作”“聚焦脱贫攻坚，
聚焦特殊群体，聚焦群众关切，更好履行基本
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
责”。第十八次全省民政会议以习近平总书记对
民政工作重要指示精神为指针， 发出了以改革
创新精神开创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动员令。

做深做细民政工作， 是共产党人书写发
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答
卷的最好诠释。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
府把民政工作纳入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谋划和推进，相继出
台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双拥优抚安置、减灾
救灾、城乡治理等系列制度，全省民政发展体
制、城乡保障网络、基层社会治理不断完善 ，
低保对象清理、 婚丧习俗改革、 社会组织党
建、 关爱留守儿童等多项工作跻身全国先进
行列， 大批长期坚守民政特殊岗位一线的优
秀分子， 展现了民政人 “侍奉孤寡老人如亲

人、抚养孤残儿童视己出”的孺子牛精神。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 民政工作就是赢得

民心的工作。当前，全党正在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民政工作关乎群众切身
利益，是初心和使命的直接体现。高标准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落实到民政
工作中， 就是要紧紧抓住群众最关心、 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决守住民生底线，以
民政工作实绩体现主题教育实效。

推动民政工作高质量发展 ， 是破解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的有效途径 。 要坚持
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
新时代民政工作的行动指南， 把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贯穿民政工作始终， 以为民谋
利、为民尽责的成效取信于民。特别是面对我
省1275万庞大老年人群，要及早应对、科学应
对、综合应对，加快发展各类养老服务，积极
发展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完善医
养结合机制，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

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改革
创新精神。要加快整合社会服务资源，探索公

共财政购买服务新路子，构建政府 、部门 、社
会、市场共同推进民政事业发展新格局；深化
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
把该管的事务管住管好，大力推进“互联网+
民政服务”，以“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
办”提升民政事务运行效率，为人民群众提供
更加便捷、高效、优质的民政服务。

民政工作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 直接
反映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提高
民政服务水平， 既要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
行，又要着力消除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打造人
民群众满意的“阳光民政 ”。全省各级民政部
门要把民政工作作为宣传党的政策、 执行党
的决定、塑造党的形象、夯实党的执政基础的
重要手段，通过做深做细民政工作，让广大人
民群众始终听党话、跟党走。

“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温柔
而坚定地呵护每个个体的希望， 将不断提升
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推动全
省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倾尽为民之力 善谋百姓福祉

许达哲赴省卫健委调研并主持召开省医改领导小组会议
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促进健康湖南建设取得新成效

湖南日报内罗毕6月12日电（记者 邓晶
琎）当地时间6月12日6时43分，长沙-内罗毕
航线首趟航班CZ6043经过10小时43分飞
行，安全抵达内罗毕乔莫·肯雅塔国际机场。
这标志着湖南首趟直飞非洲航班圆满完成
了首航飞行。

在内罗毕机场， 伴随着肯尼亚当地民
族歌舞表演者的特色欢迎舞蹈和歌声，肯
尼亚交通与基础设施部、旅游部、机场管理
局和内罗毕市政府、 内罗毕机场等当地政
府部门代表，为首航航班CZ6043举行了接
机仪式。 荩荩（下转2版①）

湘 通肯尼亚

非洲民族歌舞庆祝
长沙-内罗毕航线开通

肯尼亚为首航航班举行欢迎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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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南航机组人员与当地民族歌舞者合影。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摄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
还有后来人！”武汉汉口余记里，面对敌人的
枪口，共产党员夏明翰带着坚定的信仰，写下
这首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夏明翰出生于湖南省衡阳县一户豪绅家
庭，他却把救民出水火作为执着的追求，把共
产主义当作毕生的信仰。 他用自己短暂的28
个春秋，诠释了信仰的伟大力量。

1928年1月，中共中央调夏明翰到湖北省
委工作。 夏明翰从浏阳赶回长沙， 与妻女告
别。 妻子郑家钧原以为夏明翰是在春节回家
与家人团聚的，可没想到，才刚刚回来又要离
她们母女而去。 女儿当时才两个月大， 临行

前， 夏明翰把女儿从摇篮里抱起来， 亲了又
亲。那时的武汉，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大肆搜捕
和屠杀共产党人，省委机关和武汉党、团、工
会组织遭到大破坏，牺牲的党团干部有310余
人。夏明翰在白色恐怖中仍坚持工作。

3月18日，武汉寒风凛冽，由于叛徒出卖，夏
明翰不幸被捕。在监狱里，夏明翰丝毫不惧怕敌
人的严刑拷打，令刑讯者无计可施；在敌人的法
庭上，他义正辞严，让敌人气急败坏。他怀着对党
的赤胆忠心，誓死保守着党的秘密，不论丧心病
狂的敌人如何摧残他的肉体， 也无法动摇他内
心坚如磐石的信仰。

临刑前的那个夜晚，夏明翰已经感觉到死

亡的魔鬼向他露出了狰狞的面孔。他用敌人给
他写自首书的半截铅笔，怀着无限的依恋、满腹
的深情和无比的豪气，给妻子郑家钧写了一封
遗书：“亲爱的夫人钧： 同志们常说世上唯有家
钧好，今日里我才觉得你是巾帼贤。我一生无愁
无泪无私念，你切莫悲悲戚戚泪涟涟。张眼望，
这人世，几家夫妻偕老有百年。抛头颅，洒热血，
明翰早已视等闲。‘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业
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成全。坚
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寰！”写完后，他抑
制不住对妻子和女儿的思念，用嘴唇和着鲜血
在遗书上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吻痕。

荩荩（下转2版②）

“抛头颅洒热血，明翰早已视等闲”

湖南日报6月12日讯 （记者 贺佳 陈勇
冒蕞）今天下午，第十八次全省民政会议在长
沙召开。会前，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会见了出席会议的全省民政系统
先进代表，许达哲在会上讲话。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参加会见，
副省长隋忠诚参加会见并作工作报告。

会见中，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受到
表彰的代表表示祝贺。他说，民政工作一头
连着人民，一头连着政府；民政部门与群众
联系最密切, 是最能体现党的宗旨的政府组
成部门之一。长期以来，全省广大民政工作
者长期奋战在基层、默默坚守在福利机构等
民政工作一线，尽职尽责为党分忧、用心用
情为民解难，工作看似平凡无奇，但所做的
都是人民群众最现实、最迫切、最需要的事
情，都是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须臾不可缺少的工作，让人民群众切身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让社会更加充满友

爱向善的正能量。 湖南是一片红色的土地，
有着为民爱民的优良传统。 全省各级党委、
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
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对民政工作的
领导，全力支持民政事业发展。各级民政部
门和广大民政工作者要结合正在开展的“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始终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 深入做好基本民生保障、
基层社会治理、 基本社会服务等各项工作，
为推动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再立新功，共同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许达哲在会上强调， 民政工作是为党分
忧、为民解困的德政善举。要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把
抓好民政工作作为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的实际行动、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基础工程、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以更实举措、更大力

度开创新时代民政事业发展新局面。 要以改
革创新精神推动民政事业发展， 优化民政工
作职能，深化民政领域放管服改革，提高信息
化水平。要切实聚焦“脱贫攻坚、特殊群体、群
众关切”，强化兜底保障，提升服务水平，办好
群众牵肠挂肚的事情。要更好履行“基本民生
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职责，织
密民生保障网络，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 构建满足群众需求的社会服务体
系。要加强党对民政工作的领导，把党的主张
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提高民政服务能力，
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民政队伍， 消除群众身
边微腐败，真正把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
实到三湘大地， 让便民利民政策惠及三湘人
民。

会议表彰了全省民政工作先进县市区、
全省民政系统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 全省先
进社会组织和先进社会工作者，常德市、湘潭
市、涟源市作典型发言。

第十八次全省民政会议在长沙召开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全省民政系统先进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