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肖军 李
孟河 见习记者 李夏涛）今日上午，秋高气
爽，艳阳高照。湘西海关、怀化海关分别举
行开关揭牌仪式， 湘西州和怀化市从此有
了专门服务对外经济贸易的海关机构，两
地的外贸企业在“家门口”就可以办理海关
业务。

据了解，根据2018年中央编办批复的
海关总署机构改革方案， 长沙海关设立正

处级的湘西海关和怀化海关， 实现了全省
14个市州海关机构全覆盖。在海关总署和
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长沙海
关与两地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顺利完
成了开关的各项准备工作。 长沙海关关长
唐赟峰表示，两地海关开关运行后，将主动
对接地方开放发展需求， 认真履行好海关
职责，为当地企业加快“引进来”和“走出
去”提供更加便利的通关服务。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10月19日 星期六
要闻 08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10月18日，湖南经济前三季度数据出炉，
经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27981.2亿元，同比增长7.8%。

“今年以来，外部环境挑战严峻复杂，经济
下行压力持续较大，省委、省政府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主动作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省经济
运行总体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省统计
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黎雁南说。

增长平稳、就业向好、物价温和、
财政金融稳健

棋至中盘，态势为要。经过三个季度的努
力，湖南核心宏观经济指标总体稳定，呈现出
增长平稳、就业向好、物价温和、财政金融稳
健的良好运行格局。

———看增速。2016至2018年，全省经济分
别同比增长7.9%、8%和7.8%， 稳定运行在
7.8%至8.0%区间。前三季度，全省GDP同比增
长7.8%， 与去年同期持平。“从近几年来经济
发展中长期趋势看， 我省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黎雁南说。

分产业看，全省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
分别同比增长3.0%、8.4%、7.9%。 农业生产基
本稳定，优质稻播种面积增加，蔬菜产量同比
增长3.6%。工业生产充分发挥“稳定器”作用，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比
去年同期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工业成
绩“亮眼”，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
制造业分别同比增长19.3%、15.8%、15.6%、
14%。服务业企稳回升，1至8月，全省规模以
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7.9%， 比1至5月
和1至7月分别回升3.7个和1.6个百分点。

———看就业。前三季度，全省实现新增就
业66.76万人，同比多增1.33万人，完成年目标

任务的95.37%； 失业人员再就业27.73万人，
完成年目标任务的92.44%； 就业困难人员再
就业9.99万人，完成年目标任务的99.85%。三
季度末，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1%，比去
年同期下降0.5个百分点，稳定运行在3%左右
的区间。

———看物价。 主要受猪肉等食品价格上
涨影响， 前三季度， 全省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5%，与全国平均水平持平，低于控制目标。

———看财政金融。前三季度，全省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 2140.57亿元， 同比增长
2.4%；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183.68亿元，同比
增长16%。9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余额同比增长7.2%， 比去年同期提高2.1个
百分点； 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5.4%，比去年同期提高1.4个百分点。

“进”是“三季度报”的大亮点
“稳中有进”是此次经济形势通报中反复

出现的关键词，其中，“进”正是湖南经济“三
季度报”的大亮点。

“省委、省政府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的政
策举措产生了积极效果，前三季度，高质量发
展的势头良好， 支持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增
多。”黎雁南分析指出。

———部分经济指标好转。前三季度，全省
投资、消费增速均比上半年回升0.1个百分点，
进出口总额增速加快10.3个百分点， 客货换
算周转量增速回升1.1个百分点， 这些指标好
转共同支撑了经济增速回升。

———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前三季度，
全省工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制造业、高
加工度工业分别同比增长15.9%和12.9%，分别
快于规模工业平均增速7.7个和4.7个百分点，占
全部规模工业的比重双双提高；投资结构不断
优化，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3.7%，民间
投资同比增长19.6%， 分别比全部投资增速高
23.6个和9.5个百分点；活力进一步释放，新登
记注册企业14.73万户，同比增长12.5%。

———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前三季度，全省
规模工业高加工度工业、 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分别同比增长12.9%、15.9%， 商务服务业、
互联网及相关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营业收入
分别同比增长20.6%、33.3%，均远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

———企业效益整体较好。 随着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继续深化，“三去一降一补” 取得新
的成效， 大规模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轻负担，1
至8月，全省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7.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6个百分点；规模
以上服务业企业营业利润同比增长2.3%，大
类行业盈利面为91.2%， 同比提高5.9个百分
点。

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全部“跑赢”GDP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看经济发展好不好，除了速度指
标，更要看民生指标。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
作，适应形势变化，加快补齐短板弱项。” 黎
雁南介绍。

前三季度， 全省财政民生支出同比增长
15.3%，比上半年加快4.3个百分点，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比重为71.7%。其中，城乡社区、
节能环保、 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重点民生领域
支出分别同比增长27.9%、25.8%和16.4%。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全部“跑赢”GDP。
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532元，
同比增长9.7%。其中，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同比增长8.6%和9.1%。

各项重点民生实事都在较快推进。 前三
季度，全省新增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1.55万
公里，农村及城镇低保适龄妇女“两癌”免费
检查104.32万人，均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提质改造农村公路4716公里， 新增农村通自
来水人口113.18万人，新建通光纤贫困自然村
6767个，完成进度均在90%以上。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李书盈 马海妍）10月15日，
株洲市渌口区人民检察院以组织、领
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
罪、强迫交易罪等罪名，对肖某某等24
人提起公诉。

该案系省检察院、省公安厅联合挂
牌督办案件。渌口区人民检察院起诉指
控：被告人肖某某自2000年以来，不断
网罗社会闲散人员，逐步形成了以其为
组织者、 领导者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该
组织成员众多、分工明确、结构严密、层
级分明。他们以株洲市鸿运托运站为依
托，有组织地实施聚众“打砸抢”、强迫
交易等犯罪活动，在合泰地区物流行业
形成非法控制； 以盛世康年酒店为掩
护，通过在客房传播淫秽物品提升入住
率，在KTV开设“嗨吧”容留他人吸毒敛
财，其所获取的经济收益用于支持该组
织的活动。

渌口区人民检察院认为：自2000年
以来，该涉黑犯罪集团在株洲市区有组
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为非作歹，欺
压百姓，挑衅国家公权力，严重破坏了
当地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了恶
劣的社会影响，应当以组织、领导、参加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斗殴罪、抢劫
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和非法拘
禁罪、故意毁坏财物罪、强迫交易罪等
罪名追究24名被告人刑事责任。

7.6%、7.2%、7.8%，这分别是今年一季度、上半年和前三季度我省GDP增速———

湖南经济稳中“有劲”
以凌厉态势打“伞”破“网”

岳阳一搁置6年的项目
“起死回生”

网罗小弟“打砸抢”

株洲一涉黑犯罪团伙覆灭

实现全省14个市州海关机构全覆盖

湘西海关、怀化海关
正式开关运行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田运宏）省国资委今天公布的统计
数据显示， 省属监管企业前三季度经济运
行态势良好，生产经营持续改善，质量效益
稳步提升。

今年以来，省属监管企业围绕推进国有
企业高质量发展，着力抓好稳增长、调结构、
推改革、优监管、强党建等工作，省属监管企
业呈现“三增三提升”的良好态势：实力不断
增强、收入快速增长、效益大幅增加，营运效
率提升、社会贡献提升、指标排名提升。

营业收入快速增长， 经济效益大幅增

加， 收入效益增速均快于全国省级监管企
业平均水平。35户省属监管企业（控股企业
32户，参股企业3户）1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
3544.69亿元， 同比增长10.6%。 前三季度
35户监管企业盈利142.58亿元， 同比增长
47%，盈利过亿元的企业有15户。利润同比
增幅在全国排名第四，中部六省排名第一。

资产规模保持稳定增长，上交税费保持
增长。截至9月底，35户省属监管企业资产总
额达12040.83亿元，同比增长9.6%；净资产
3993.48亿元，同比上升23.9%。1至9月，35户
省属监管企业上交税费137.57亿元。

省属国企前三季度
盈利同比增长47%

实现盈利142.58亿元，增速中部第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许文 欧阳石光）10月11日， 桂阳县欧
阳海镇欧阳海故居讲解员陈龙花告诉记者，
近期有许多单位来欧阳海故居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聆听“爱民模
范”欧阳海舍身救列车的英勇事迹。

桂阳县是革命老区，红色资源丰富。9月9
日，桂阳县启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活动，县委常委会组成成员来到县苏维埃旧

址，重温入党誓词、追忆红色故事、缅怀革命先
辈。县委书记彭生智说：“我们开展主题教育活
动，目的就是要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继承先辈遗
志，铭记入党初心，坚定理想信念，时刻对党忠
诚，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桂阳县各级党组织纷纷组织党员干部
前往县苏维埃旧址、邓三雄故居、欧阳海故
居、梨山纪念亭等地，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活动。该县纪委监委还摄制

了微电影《夜宿梨山》，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观
看。1934年8月8日，红六军团长征过桂阳，通
讯连在离县城5公里的燕山村李家自然村梨
山宿营，留下“夜宿梨山，秋毫不犯”的佳话。
“‘夜宿梨山’ 诠释的是共产党人的初心，反
映的是军民鱼水情深。”桂阳县委常委、县委
组织部部长邓艳红说，在梨山纪念亭开展主
题教育活动，更能让广大党员深深体会党的
初心、使命。

桂阳县 红色故事照初心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杨玉菡 曹玮）
“危墙赶在国庆节前重建好， 以后出行再不
用提心吊胆了。”10月14日，益阳市资阳区大
码头街道金花湖社区居民姚俊从外地旅游
回来，惊喜地发现了社区的新变化。

姚俊口中的危墙，是位于资阳区民富路
与长春西路交界处的一处30米长围墙，年前
出现开裂与倾斜，影响周边群众出行。当地
住户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 虽被建议纳入
“三微工程”，但考虑到走流程会耽误不少时
间，还是希望有尽快解决的办法。资阳区委

宣传部、区应急局、区司法局和益阳市公安
局等4家单位从社区了解到情况后， 联合出
资1.2万元，在9月25日拆除了危墙,28日完成
了重建，获得群众好评。

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金花湖社区积极创新主题教育形
式，推动主题教育落细落实。该社区响应益
阳市委、市政府号召，开展“社区吹哨，部门
报到”志愿服务活动，让党员干部在志愿服
务活动中增强党性修养和群众观念。该社区
于8月22日成立“社区吹哨，部门报到”兼职

委员联席会，社区既可通过联席会向委员单
位派发任务，委员单位也可通过驻点人员搜
集群众诉求，开展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活动中，部门单位和党员干部
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贴心服务群众。针对和益家园居民晾晒
衣服不便的情况， 益阳市公安局4次派人现
场探勘，制定方案，最终在小区广场周围安
装了20套晒衣架。截至目前，金花湖社区共
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35次， 认领微心愿53
起，完成微心愿35起。

金花湖社区 志愿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燕娟
通讯员 古薇亦 艾杰）今天，记者在岳阳
县城荣湾湖畔看到， 当地的荣湖大酒店
焕发新生，已正常开业营运。至此，一个搁
置6年之久的项目终于“起死回生”。

这是该县于2011年招商引资引进
的一家星级宾馆，投资3.2亿元，占地约5
万平方米。到2013年底，宾馆的主体工
程、外墙装修完工。原以为该项目很快
会成为县城一张亮丽的名片，没想到由
于股权纠纷和不良周边环境等原因，特
别是地方恶势力从中作梗，多次煽动群
众阻工闹事，强行索要补偿款，致使工
程难以为继，被迫停建多年，成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烂尾”工程。

2018年，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
启， 岳阳县迅速掀起专项斗争热潮，以
该酒店项目为突破口， 用凌厉态势打
“伞”破“网”。时任岳阳县荣家湾镇街赵
社区居委会主任赵中维进入打“伞”破

“网”的视线。
经查，赵中维自2013年担任居委会

主任以来，组建了“街赵资源管理小组”
的恶势力犯罪团伙。他煽动“赵姓”宗族
势力在酒店项目施工场地实施大规模
阻工闹事，致使该工程项目建设多次停
工。2018年11月，接到群众举报后，县监
委对其立案调查， 给予责令辞职处理，
并将其涉嫌参与阻工闹事的问题线索
向公安机关移交。今年3月，其涉嫌犯罪
问题被移送审查起诉，目前正在进一步
办理中。

据了解，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岳阳市纪委监委对公安机关通报
的80个涉恶团伙和涉黑案件，实行领导
包案制和挂号销号制， 推动了案件突
破。截至目前，已立案审查调查156人。
随着多起案件的查办，当地经济发展环
境不断优化， 被侵占的财物物归原主，
项目进度明显加快。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 (记者 唐婷 )
2018年度全省两型好新闻评选结果今天
揭晓，湖南日报社11件作品获奖。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2018
年， 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改革试验区改革
试验进一步走向深入，在两型社会建设、一
体化发展、绿心保护、示范创建等方面成效
显著。 同时， 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闻作
品。在此次两型好新闻评选中，习近平总书
记在岳阳考察长江经济带、 国家发改委在
全国推介长株潭两型试验区绿色发展经
验、下塞湖矮围拆除整治、长株潭一体化提
速等10件大事被评为“2018年度湖南省重

大两型新闻”，9项重大宣传策划活动获湖
南省两型宣传策划奖，38件作品获湖南省
两型新闻作品奖。

其中，湖南日报社组织策划的《环保督
察回头看专栏》 获省两型宣传策划奖一等
奖；《万里长江水云阔———习近平总书记在
湘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回访记》《为了一江
碧水重现———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重点
工程”5年回眸》 获省两型新闻作品奖特等
奖，《杜家毫徒步考察湘江源： 手捧湘江水
连喝三大口》《拆围，拆出一片湖平水阔———
下塞湖矮围拆除纪实》 获一等奖，《许达哲
“三下洞庭” 》等6件作品获二等奖。

2018年度全省两型好新闻“出炉”
湖南日报社11件作品获奖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杨坚 尹建国

10月15日下午，邵阳市楚雄大剧院，大型
现代祁剧《种子方舟》上演。精彩的故事、鲜活
的人物，感染着现场每一位观众。

《种子方舟》分为《进藏》《探营》《遇险》
《决裂》《天路》5场，根据钟扬生前真实事迹编
排， 讲述钟扬克服青藏高原高寒险恶的自然
环境，历时16年跋涉50万公里，收集上千种植
物4000多万颗种子的故事， 展现了钟扬无私
奉献、追梦科学、造福人类的崇高信仰和博大
胸怀。

钟扬，邵阳新宁县人，生前系复旦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援藏16年，长
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 率领团队
在青藏高原为国家种质库收集数千万颗植物
种子，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空白，为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 学科建设和科学研
究作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9月25日，53岁的
钟扬在出差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2018年
3月，钟扬被中宣部追授为“时代楷模”。今年2
月，获评“感动中国2018年度人物”。9月25日，
被评为全国“最美奋斗者”。

钟扬已去世两年多了， 人们对他的敬仰
未曾停止，对他的思念未曾消减，他的感人事
迹和崇高精神激励着无数人。 在钟扬的家乡

邵阳，人们以各种形式怀念他、学习他。
曾跟随钟扬学习过数月的堂侄女钟桂

香，作文《永念钟扬二爷》缅怀：“他睿智幽默，
才华横溢。他总背着一个双肩包奔波在路上，
追着晨曦出发……”

“他每年都会给我寄钱，他每次回来都说
家乡太困难， 一定要想办法让家乡人民富起
来。谁知道……”说起钟扬，73岁的堂四叔钟
美志仍泪流满面。

多年来，钟扬情牵故土，关心家乡，支持
家乡建设。得知邵阳市所辖县 (市 )多属贫困
县，他经常通过相关渠道，为家乡脱贫工作献
计献策，提出“要脱贫，抓教育”“奔小康，重科
技”， 并运用自己的专业优势和学术影响，身
体力行推动家乡科普教育与科技开发。

在他老家新宁县丰田乡上丰村， 村口一
条2公里长的水泥路是钟扬捐资建设的，被村
民称为“钟扬路”。目前，这条路已经纳入新宁
县乡道改造项目，由原来的3米宽改为5米宽，
为村民出行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

上丰村党支部副书记钟美聪表示：“钟扬
是我们的好榜样！”该村党支部已向全村发出
向钟扬学习的号召， 激励村民干事创业。“村
里今年大力发展产业，油茶基地从600亩增加
到2000多亩， 烤烟由200亩增加到近400亩，
新发展茶叶近300亩。”钟美聪说。

今年3月，邵阳市委下发《中共邵阳市委
关于开展“钟扬家乡学钟扬”活动的决定》，在
全市开展“钟扬家乡学钟扬”活动。

新宁县各个乡镇均召开了学习钟扬精神
的主题活动。10月14日，新宁县委宣传部对外
发布，为弘扬钟扬“种子”精神，让更多的人了
解学习钟扬， 新宁县将在崀山地质博物馆设
立钟扬事迹展厅，永久纪念钟扬，并将其作为
红色教育基地， 号召全县人民学习钟扬甘于
奉献的“种子精神”。目前,正在抓紧时间收集
整理钟扬事迹资料，争取在10月底对外开放。

钟扬的父母表示：“新宁是我们的根，家
乡人民情义重，钟扬生前一直关心、关注着家
乡的发展，回乡也是他生前的愿望。明年清明
时节，我们要将钟扬的一半骨灰送回故乡，让
他和他的精神像种子一样永远留在家乡。”

在得知钟扬父母的想法后，新宁县委、县
政府表示大力支持。 新宁县委宣传部负责人
表示，家乡人民以钟扬为荣，忆钟扬、学钟扬，
将把学习钟扬精神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相结合，发扬他乐于奉献的“种子精
神”、满腔赤诚的家国情怀，投身乡村振兴，建
设美好家园。

青山作伴，精神永存。夫夷江畔，钟扬和
他“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像“种子”一样撒
播在这块土地上。

最美奋斗者
“种子”归乡

———忆钟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