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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7月6日 讯 （记 者 黄 利 飞 ）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7月4日发布了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
汽车工业三十强企业名单。 中国机械工业
集团以3004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2018年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榜首。三一集团、中联重
科、铁建重工、山河智能、江麓机电5家湘企
进入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榜单。但无
湘企进入中国汽车工业三十强榜单。
2018年， 我国机械工业有效应对外部
环境变化， 保持了行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转型升级持续推进的发展态势。中国机械百
强企业营业收入合计17864亿元，同比增长

扬帆破浪再启航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贯彻中央
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和
——
国家机构改革纪实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张晓松 罗争光 姜琳

“这次机构改革是对党和国家组织结构
和管理体制的一次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我们
整体性推进中央和地方各级各类机构改革，
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
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系统性增强党
的领导力、政府执行力、武装力量战斗力、群
团组织活力，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能
解决的难题，理顺了不少多年想理顺而没有
理顺的体制机制，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党和国
家机构职能体系主体框架初步建立，为完善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 有 力 组 织
保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日前在
京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 对这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改革作出深刻
总结。
2013年11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
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其中明确提出要“统筹
党政群机构改革，理顺部门职责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统筹考虑
各类机构设置， 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
构权力、明确职责”。2018年2月，党的十九届
三中全会专题研究机构改革问题， 审议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
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一年多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同心、
扎实推进，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呈现出气
势如虹、势如破竹的崭新局面，各项改革部署
迅速落实到位、积极效果逐步显现。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得到有效落实，维护

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机构职能体 系 更 加 健
全；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整体性重构，机构
履职更加顺畅高效， 各类机构设置和职能配
置更加适应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省市县主
要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同中央保持基本对应，
构建起从中央到地方运行顺畅、充满活力的工
作体系；跨军地改革顺利推进；同步推进相关各
类机构改革，改革整体效应进一步增强。”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放在全面深
化改革大盘子里谋划推进的， 是我们打的一
次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战役。 要用好机构
改革创造的有利条件， 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
纵深发展，以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成效，
推动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
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概括， 既是对一年
多来中央和地方推进这项重大改革任务的充
分肯定， 更是对继续推动改革向着既定目标
不断迈进的再动员。

重大政治决策

深刻历史变革

一组数据， 形象地展现出这场改革的态
势：
—中央和国家机关层面，
——
这次机构改
革涉及180多万人，涉及管理体制、机构设置、
职责和人员调整的部门达80多个； 新组建党
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3个、更名4个，不再保
留党中央议事协调机构4个、国务院议事协调
机构2个， 组建和重新组建部级机构25个，调
整优化领导管理体制和职责部级机构31个。
其中，核减部级机构21个，核减班子正副职数
58名；减少设置部长助理部门9个，减少职数
25名。
—中央层面有39个部
——
门重新制定了
“三定”规定、25个部门调整了职责。重新制定
“三定”规定的部门，同划入基数相比，共精简

内设机构107个，精简15.4%；精简司局领导职
数274名，精简10.8%；精简编制713名，精简
3.1%。地方省级层面，党政机构较改革前减少
8个，减少0.43%；行政编制减少1343名，减少
0.6%。市级层面，党政机构减少1501个，减少
7.23%；行政编制减少461名，减少0.03%。县级
层面，党政机构减少5362个，减少5.26%；行政
编制减少3092名，减少0.14%。
更深层次的， 则是数据背后党和政府机
构设置职能配置的深刻调整和全面优化：
党中央职能部门、办事机构、派出机关和
直属事业单位设置进一步优化， 党政职责关
系进一步理顺。 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及其省
级人大、政协专门委员会设置得到优化。国务
院机构优化调整，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
管理、 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保护职能得到加
强。按照一类事项原则上由一个部门统筹、一
件事情原则上由一个部门负责， 重点对自然
资源确权登记、国土空间规划、城乡污染排放
监管、农业投资项目管理、反垄断执法、城乡
医疗保障、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应急管理、援
外工作协调、自然保护区监管、国家物资储备
等职责作了调整优化， 解决了60多项长期存
在的部门职责交叉、关系不顺事项。统筹推进
部门所属事业单位、派出机构整合划转，将事
业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关。 国地
税征收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完成。 有序推进市
场监管、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交通运输、农业
等领域综合执法改革， 大幅减少执法队伍种
类……
无怪乎海外媒体用“力度空前”“出乎预
料”来评价这项改革，认为其影响面之广前所
未有，触及利益之深更是前所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党和国
家机构设置和职能配置面临着新课题。
荩
荩（下转3版）

10.25%。其中，35家企业营收超过百亿元，
6家超过500亿元，3家超过千亿元。百强企业
利润总额合计993亿元，同比增长11.5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陈斌
表示，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无论是规模
效益，还是科技创新和国际竞争力，都有长
足进步，与世界同类企业的差距不断缩小，
成长性和运营效率表现不俗。
湖南企业中，三一集团以营收641.9亿
元，位列2018年中国机械工业百强榜单第
五位；中联重科以营收298.7亿元，位列榜
单第15位；铁建重工、山河智能、江麓机电
分别位列榜单第48位、第54位、第73位。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 南 日 报 7 月 6 日 讯 （记 者 贺 佳 ） 今天
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
和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传达胡春华同志在湘调研时的讲话精神、
省区市党委办公厅主任专题会议精神和中
央有关文件精神，部署脱贫攻坚、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等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
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总结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再接再厉、善始善终做好机
构改革后续工作， 巩固和拓展机构改革成
果，不断开创全面深化改革新局面。要坚持
党对机构改革的全面领导， 加强党政机构
职能统筹，各部门要严格依照“三定”规定
履职尽责， 在实践中加快厘清部门职责边
界，形成职能优化、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
要按照加快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
分离的原则，深化事业单位改革，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地解决， 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推
进。要加强督促指导和统筹推进，全面完成
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乡镇 （街道） 改革任
务， 进一步强化基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职能。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
为开展好主题教育提供了重要遵循。 要把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
永恒课题，作为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不断
强化理论武装，大力弘扬自我革命精神，坚
持问题导向，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
内的勇气， 紧盯主题教育中查摆的突出问
题，结合各自岗位职责，认真检视反思、抓

好整改。要在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
新、自我提高上下功夫，加强党性锤炼，增
强工作本领， 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
素质干部队伍。 领导干部特别是省级领导
同志要带头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带头查摆
和解决突出问题， 引领推动全省主题教育
取得实效。
会议指出，要结合主题教育，深入查摆
和解决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严明政
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
部署。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
固树立正确政绩观，面对面、心贴心、实打
实做好群众工作，脱贫攻坚、城市建设等各
项工作都要从实际出发， 不搞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面子工程”， 以实干实绩取信
于民。
会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
策部署和胡春华同志在怀化市、 湘西州调
研时的讲话精神， 保持战略定力和攻坚韧
劲做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要加强“两不愁
三保障”突出问题排查和解决，突出抓好产
业扶贫和就业扶贫， 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
施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 统筹抓好农村厕
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继续做好省
级领导对口联系帮扶未脱贫摘帽贫困县、
东西部扶贫协作等工作， 更加关心关爱基
层扶贫干部， 持续深化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专项治理，切实减轻基层负担，激发
基层活力，提高脱贫质量和成效。
会议指出，要继续把抓好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专项整治作为“两个维护”的具体体现，
结合主题教育、 加强基层建设有关部署，大
力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改进方式方法，形成
长效机制，确保专项整治取得实效。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长株潭轨道交通
西环线建设拉开序幕
一期工程估算总投资95亿元

长沙方特东方
神画乐园开园

湖 南 日 报 7 月 6 日 讯 （见 习 记 者 陈 新 ）
今天上午， 由长沙和湘潭两市共同组建的
湖南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这标志着长株潭轨道
交通西环线建设正式拉开序幕。
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起于
湘潭北站，线路主要沿潭州大道向北延伸，
途经九华科教城、观音港、巴溪大道、学士
路、巡抚路，止于山塘站（不含）。线路全长
17.13公里（湘潭段7公里，长沙段10.13公
里），其中，地下段长约6.66公里，高架段长
约9.5公里，过渡段长约0.97公里，共设车

7月6日，首批游客走
进长沙方特东方神画乐园
游玩。当天，长沙方特东方
神画主题乐园开园。 该园
位于宁乡市沩东新城，园
区包 含 11 个 特 色 鲜 明 的
大型室内文化主题体验项
目，34个不同类型的室外
游 乐 项 目 ，200 余 个 休 闲
景观项目。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黄为 摄影报道

站8座，地下站4座，高架站4座。设车辆基
地一座， 于北津站接轨。 新建两座主变电
所。控制中心接入杜花路控制中心。初期和
近期车辆设计时速为80公里，远期车辆设
计时速为120公里，初期、近期和远期车辆
均采用6辆编组。 项目估算总投资为95亿
元，计划工期4年。
长株潭轨道交通西环线建设是构建长
株潭半小时交通圈， 推动长株潭城市群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项目。 该项目的实施将加
快长沙和湘潭之间融城发展， 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支撑湘江西岸重点区域的发展。

长沙打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高地
20个优质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谭俊杰

7月3日，祁阳县羊角塘镇平安村山上，一
排排葱绿的金槐树上，挂满了金灿灿的花蕾，
村民们在忙于采摘成熟的金槐花蕾。
村民唐娟一边采摘花蕾， 一边向记者介

绍：金槐树的花蕾经杀青晾晒干或烘干后，呈
米粒状，俗称“金槐米”，是制药、食品加工和
工业印染的原料，用途广泛。去年，她家6亩金
槐米进账12万多元。
平安村地处衡邵干旱走廊，遍地石头山，
曾经荒了多年。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张青

7月2日， 见到上门走访的中 方 县 纪 委
监委干部刘娜， 细娃兴奋 地 指 着 门 口 的 一
捆竹子，比划着伸出5个指头，然后双手比
划出“0”。
多次上门的刘娜是细娃的结对帮扶人，
知道细娃是在报喜： 今年卖竹子已收入5000

金槐“
安家” 石山“
生金”
2013年， 在外地经商的平安村村民付上
元发现， 村里的石头山与广西一带金槐米主
产区的自然条件相似， 是不是可以种植花蕾
呢？他请来的技术人员实地考察后，认为这里
的确适合种植金槐树。
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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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比划划”报喜来
多元。刘娜忙伸出大拇指称赞，细娃脸上乐开
了花。
细娃大名叫邓细娃， 住在交通闭塞的中
方县泸阳镇桥上村雷公山上。5岁时 因 病 聋
哑，现在50多岁了依然单身。

邮发代号 41-1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细娃没文化没技能， 靠种田勉强维持生
活，住在破旧的木房里，2014年被定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因为交流障碍，他除了偶尔到镇上
赶集，几乎不出大山。
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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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 7月 6 日讯（记者 王晗）今天，
长沙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建设合作交流暨
集中签约活动在湖南湘江新区举行， 来自
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 投资机
构代表齐聚长沙， 共商半导体产业发展大
计。活动中，一批半导体企业、研究院、基金
签约落户， 为长沙抢占新一代半导体产业
发展制高点注入新动能。
近年来，长沙围绕“一条主线（即以第

三代半导体为核心的新一代半导体产业健
康生态体系）、三个中心（即材料中心、科创
中心、应用及智造中心）和五个链条（即材
料芯片产业链、电力电子产业链、微波电子
产业链、光电子产业链、配套衍生产业链）”
的总体布局，全力推动项目建设，加强技术
研发，聚集产业人才，新一代半导体产业链
不断向上下游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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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市生物医药产业项目推介会深圳举行
发布30个项目，总投资366.6亿元
湖 南 日 报 7 月 6 日 讯 （见 习 记 者 李 杰
通讯员 曾海涛）7月4日， 津市市生物医药

产业项目推介会在深圳举行。 推介会现场
发布生物医药项目30个，总投资366.6亿元。
发布的项目中， 常德市生物医药与健
康食品产业园项目总投资300亿元。 该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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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选址在津市高新区，以生物酶制剂、医药
制剂、植物提取、医疗器械为发展方向，重
点引进甾体药物制剂、体外诊断试剂项目。
此外，生物发酵项目投资6亿元，预计投产
后年销售收入达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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