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安天下

2019 年 10 月

15

—专家解读
——
《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

16 版

星期二
己亥年九月十七

第 25324 号

HUNAN RIBAO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华声在线：www.voc.com.cn

今日 16 版

奋力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
—写在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重要
——
讲话发表五周年之际
15 版

杜家毫在省住建厅调研时强调

加快构建新型城镇体系 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
更好顺应人民群众对住房和城乡建设的新期待
湖南日报 10 月 14 日讯 （记 者 贺 佳 周 帙
恒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省住建厅调

研时强调， 要牢牢把握住建工作正确政治方
向，聚焦高质量发展，保持定力韧劲，积极担
当作为，加快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助力打好三
大攻坚战， 更好顺应人民群众对住房和城乡
建设的新期待。
省领导张剑飞、陈文浩参加调研。
在省住建厅，杜家毫详细了解工程建设领
域“放管服”改革和“智慧住建”建设情况；并与
干部职工座谈，听取省住建厅贯彻落实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决策部署进展和相关目标任务完
成情况，充分肯定近年来住建系统为推动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所作的积极贡献。他
说， 住建工作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密切联系，
与老百姓休戚相关。住建部门担负的每一项职
能、行使的每一项权力，都是党和人民所赋予
的。要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

新型城镇化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
述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把讲政治体现到坚
持“房住不炒”定位、落实精明增长理念、建设
美丽乡村等一个个具体行动中，为实现党的目
标、人民幸福而努力奋斗。
杜家毫指出，加快构建新型城镇体系，形
成以长株潭城市群为核心、 以市州中心城市
为主体、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布、协调
发展的城镇新格局， 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
定的目标任务之一。当前，中心城市和城市群
正成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承载发展要
素的主要空间形式，要保持定力韧劲，对推动
“构建新型城镇体系”情况进行“回头看”，做
好中期评估， 结合新形势新变化不断优化完
善，补齐短板，一抓到底。要积极推进长株潭
一体化发展，抓好“三干两轨”等重点建设，打
造半小时“交通圈”“经济圈”；坚持系统思维，
抓好区域中心城市、 县级市的建设发展以及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改善洞庭湖和
湘江流域生态环境等工作
湖南日报 10 月 14 日讯 （记者 刘 笑 雪 ）今

天上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部署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湘江保
护和治理、通用机场建设、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运营等工作。
会议原则同意 《湖南省洞庭湖水环境综
合治理规划实施方案（2018-2025年）》。会议
指出，湖南最大的省情是水情，治水是为政之
要、民生之要。要坚决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全面落实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规划，持
续改善洞庭湖流域生态环境， 努力让洞庭湖

区成为大美湖区。 要坚持绿色发展这一根本
之道，切实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加强生活、工
业、农业水污染治理，减存量、控增量，切实守
护好一湖清水。要坚持综合治理，做好立法、
流域生态补偿机制、 国土空间管控、 联合执
法、 环境综合监测网络体系建设和先进适用
技术应用等工作，推动系统治湖、依法治湖、
科技治湖和社会治湖。要严格落实责任，建立
省市县三级责任体系，建立常态化考核机制，
加强督促指导。要做好资金预算和筹措，引导
社会资本加大投入。要加强项目建设，抓好管

城市新区建设和提质扩容工作， 不断提升区
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 遵循城
市建设发展规律，坚持建设和管理并重，运用
信息化技术，推动城市精细管理、精明增长，
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杜家毫强调，要扛牢部门责任，积极担当
作为，坚定不移抓好房地产市场稳控工作，大
力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农村危
房改造，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要聚焦高质量
发展，加快建筑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老旧小
区改造， 着力解决好企业和群众在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招投标、建筑
质量安全等领域反映突出的问题。 要坚持全
面从严治党， 从严从实抓班子带队伍， 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抓好“提篮子”“打牌子”、
围标串标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打造人文住
建、绿色住建、智慧住建、廉洁住建，锻造一支
忠诚干净担当的住建干部队伍。

网铺设、湿地修复、安全饮水、水系连通等重
大生态环保项目建设，确保投资效益。
会议原则同意 《湖南省湘江保护和治理
第三个“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会 议 强
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紧盯重点领域
和问题，推进综合施策、精准治理，抓好今冬
明春防洪工程和基本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切
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湘江生态安全、 饮水
安全、防洪安全等问题。要加强工作统筹，以
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以问题为导向，将
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与突出环
境问题整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污染防治攻
坚战“夏季攻势”、河长制工作落实等相结合，
同部署同推进。要深化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
排污权交易试点和环保产业开发， 切实提升
治理能力和水平， 广泛开展各种绿色创新行
动，形成政府、企业和社会共护、共治、共享格
荩
荩（下转2版①）
局。

黔张常铁路
开启动车组检测

晚稻
开镰

道县蚣坝镇洲背村，农民驾驶农机收割晚稻。时下正值晚稻收割期，该
县38万余亩晚稻喜获丰收， 农民抢抓农时开展收割作业， 田园一派繁忙景
象。
蒋克青 唐伯靖 摄影报道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出席
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工作会议嘉宾
湖 南 日 报 10 月 14 日 讯 （记 者 贺 佳 周
帙 恒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
沙会见了来湘出席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工作
会议的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 联合国第八
任秘书长潘基文，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等嘉宾代
表。
参加会见的还有： 博鳌亚洲论坛秘书
长李保东、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巴基斯坦
前总理阿齐兹、美国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
新西兰前总理希普利、 泰国前副总理素拉
杰、意大利前总理普罗迪等。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各位嘉宾
的到来表示欢迎， 对博鳌亚洲论坛理事工
作会议在湘召开表示祝贺。他说，湖南是新
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家乡。近年来，湖
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电子信息、新能
源、新材料等产业快速发展，环境保护和生
态建设进一步加强，民生不断改善，经济社
会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杜家毫说， 博鳌亚洲论坛为促进中外

交流合作和亚洲发展繁荣作出了积极贡
献， 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要经济论
坛。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
阻挡，坚持开放崛起、扩大国际交流合作是
湖南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当前，湖南对外
经贸交流已拓展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
过1/3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湘投资，创新开放
的湖南正加速融入世界。 湖南人民讲感情、
重朋友， 我们将以此次会议的召开为契机，
积极参与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加强
与各国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希望各
位嘉宾对湖南改革发展多提宝贵意见，热忱
欢迎各国朋友来湘观光旅游、投资兴业。
嘉宾们表示，十分高兴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之际到访湖南，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
象。博鳌亚洲论坛立足亚洲、面向世界，始终
坚持和倡导多边主义，致力促进亚洲地区和
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社会、科技等交流合
作，增进世界团结、推动全球发展。期待通过
此次会议在湘召开，进一步加深对湖南的了
解，更好助力湖南对外交流与合作。
省领导乌兰、胡衡华、谢建辉、张剑飞、
戴道晋参加会见。

十二届省政协召开
第二十一次主席会议
李微微主持并讲话
湖 南 日 报 10 月 14 日 讯 （记 者 陈 昂 昂 ）
今天上午， 十二届省政协召开第二十一次
主席会议，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主持并讲话。
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胡旭晟、张健，
党组成员袁新华，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政协工作会议精
神，通报了三季度工作及四季度工作安排情
况，审议了省委政协工作会议建议方案（草
案）、湖南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
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研修班工作方案
（草案）、湖南省政协履职质量综合评价办法
（试行）
（草案） 和省政协领导赴市州政协调
研督导工作方案（草案）。
李微微说，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协工

作会议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民政协的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深刻把握
党中央对新时代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
的重大部署，认真对标对表，切实用以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以研修班的研
讨交流，促进全省各级政协委员、政协机关
干部，做合格的人民政协制度参与者、实践
者和推动者；通过评价手段，进一步强化政
协履职内生动力， 引导和激励政协履职从
“软要求”向“硬任务”转变，从“过得去”向
“
过得硬”转变；加强指导市县政协发挥专门
协商机构的作用，进一步形成全省政协工作
合力；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势，高质量完
成年度调研协商监督工作计划的各项安排。

上汽大众长沙工厂实现100万辆车下线

10月14日， 编号为
DJ5502 次 的 和 谐 号 电
力动车组驶入黔张常铁
路龙山北站。 这是首次
进入湘西州 的动车组，
它担负着黔张常铁路联
调联试任务。 黔张常铁
路正线运营长度336千
米，全线共设黔江、张家
界西、常德等15个车站。
预计年底正式通车。
邓晶 进 曾祥辉 魏宏齐
摄影报道

湖 南 日 报 10 月 14 日 讯 （记 者 熊 远 帆
通讯员 赵尧 黄姿）10月11日，随着一辆红

色柯迪亚克GT缓缓驶出，上汽大众长沙工
厂实现100万辆车下线。从第一辆全新朗逸
顺利投产，到五款车型共线生产，再到总计
100万辆车下线，上汽大众长沙工厂获得了
生产实力和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
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于
2013年5月15日与长沙经开区正式签约，
2015年5月24日建成投产， 总占地面积为
167.8万平方米，其中总建筑面积为48万平
方米，规划年生产能力为30万辆。长沙工
厂采用大众汽车集团先进的全球标准化工
厂建设理念进行设计、建造，布局科学、合

舍己救人真英雄

最美奋斗者

威胜信息科创板上市申请获通过

——
—追忆欧阳海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骆国平 何翔宇 肖井冬

10月13日， 桂阳县欧阳海镇欧阳海村欧
阳海故居陈列馆， 前来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
绝。
管理员陈龙花声音低沉地向人们讲述着
欧阳海“推马救列车”的英勇故事，大家听后
深受感动。
1940年， 欧阳海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
庭， 上有1个姐姐、1个哥哥， 下有3个弟弟。

1958年冬，欧阳海入伍，生前担任原广州军区
某部一营三连七班班长。
1963年11月18日， 欧阳海所在部队野营
拉练经过京广铁路衡山段一个峡谷， 满载旅
客的282次列车突然迎面疾驶而来。
列车的鸣笛声， 使得驮着炮架的一匹军
马骤然受惊，窜上铁路横卧在铁轨上，眼看一
场车翻人亡的事故就要发生。
“就在火车与惊马即将相撞之际，欧阳海
奋不顾身地冲上去， 竭尽全力把惊马推离了
铁轨，使列车和旅客转危为安。”陈龙花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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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说，“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的生命安全，
欧阳海左腿被轧断， 因伤势太重抢救无效壮
烈牺牲，年仅23岁。”
欧阳海牺牲后，被原广州军区授予
“
爱民模
范”荣誉称号，追记一等功，他生前所在班被国
防部命名为“欧阳海班”。朱德、董必武、贺龙、
叶剑英、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题词，号
召全军官兵向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学习。
“无论时代怎么变迁，地球上只要还有人
类存在， 为他人而献身的伟大精神永远是值
得歌颂的精神。”
荩
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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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集成了大规模工业化生产的一系列优
势；整车生产基地与供应商园区同步规划、
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其规模及产业链
布局合理性全球领先；工厂技术先进，自动
化程度、节能环保程度、每万元产值能耗以
及总体的制造技术状态，均处于国内领先、
国际一流水平， 已通过国家住建部最高级
别的绿色建筑设计标识3星认证，是上汽大
众首家获此认证的工厂。
据悉，长沙工厂目前有五款量产车型，
分别是全新朗逸、全新途安L、柯迪亚克、
全新朗逸Plus和柯迪亚克GT，五款车型并
线生产， 展现了工厂高柔性生产能力和先
进的智能制造理念。

科创板将迎来湖南第一股
湖南日报 10月 14日讯 （记者 黄利飞）
科创板上市湘企即将破冰！科创板上市委今
天发布2019年第31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
湘企威胜信息发行上市(首发)获同意，成为
湖南第一家科创板上市成功过会的企业。
威胜信息隶属于威胜控股， 其科创板
申请于今年4月获受理，公司致力于以物联
网技术重塑电、水、气、热等能源的管理方
式，并逐步向智慧消防、智慧路灯等领域拓
展， 是国内最早专业从事智慧公用事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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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之一。此次公开发行股份，威胜信息计
划募集资金6.05亿元， 建设物联网网络层
产品扩产及技改等一系列项目。
根据上交所最新公布的科创板申请企
业受理名单，湖南企业中，除南新制药今年
6月份已经获得受理外，如今金博股份与松
井新材两家企业也获受理。
南新制药目前正有条不紊地按照证监
会的节奏，开展科创板注册上市工作。
荩
荩（下转2版③）
刘铮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