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盛会“湘”约农博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10月26日，
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浙江温州召
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蓬勃兴起。科技的未来在青年。开
展科技人文交流，推动青年创新合作，是各
国共同愿望。希望与会嘉宾围绕“汇聚天下
英才 共创美好未来”主题，交流思想，互
学互鉴，筑牢友谊基石，扎紧合作纽带，让

更多青年科技人才施展抱负、成就梦想，以
科技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共创人类发
展的美好未来！

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由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与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于10月26日至27日在浙江温州举行。诺贝
尔奖得主、海外院士专家、著名青年科学家
代表以及国际科技组织负责人等约800人
出席。

2019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召开

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向2019年“读懂中国”
广州国际会议致贺信

湖南日报记者 刘燕娟

“90后”宋子萱，不论是身形还是语
调，都是十足的“长沙妹陀”。

“我虽然祖籍在山东，但生在湖南长在
湖南，湖南就是我的第二故乡。”10月23日，在
海凭国际（麓谷）医疗器械产业园，湖南省
山东商会常务副会长宋子萱讲述了作为
“商二代”“新湘商”与湖南的情缘。

宋子萱的父辈早年求学于长沙， 之后
一直留在长沙工作、 创业。“我的父亲深耕
医疗器械领域多年， 一直希望能有一个平
台，能把这个行业的资源积聚起来。”宋子
萱说，怀抱这样的初衷，坐落在长沙高新区

的海凭医械园应运而生， 这也是目前湖南
省唯一一家医疗器械专业化园区。

“入驻企业无论是办理工商、医疗器械
注册，还是有政策方面的疑惑，都可以交给
园区。”宋子萱介绍，海凭医械园将自己定
位为企业的“保姆”和“参谋”，为入驻企业
量身定制了金融、注册办证、科技、市场、人
才与培训、产业等“六大服务”。园区设有省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的创新服务站， 每周有工作人员上门为企
业解读政策、解决问题。同时，园区还会根
据企业产品的科技含量， 为企业申请政府
奖励和补助。

荩荩（下转2版②）

湘商
新动能

90后“商二代”：
“湖南是我第二故乡”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 （记者 张尚武）茶
油被誉为“软黄金”，是山区百姓脱贫增收的
“铁杆庄稼”。今天，农博会专场推介“湖南茶
油”，打响公共品牌，推进千亿油料产业，助力
油茶种植户增收。

寒露霜降，油茶花开茶子红，又是湖南油
茶丰收好光景。 油茶是世界四大木本油料之
一，也是中国所特有的油料物种，有着2300多
年的栽培历史。全球茶油产量95%以上来自中

国，而中国茶油将近一半来自湖南。湖南油茶
种植面积、茶油产量和产值均居全国第一。近
年来，省委、省政府把油茶产业作为维护国家
粮油安全和富民强省、 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来抓，扶持农民扩建油茶基地，支持企业发展
精深加工，打响“湖南茶油”公共品牌，环环壮
大产业链。

推介会上， 省林业局副局长吴剑波用详
实的数据从认识茶油、认准茶油、投资茶油三

个角度对“湖南茶油”作了精彩的推介。
从去年起，湖南发力打造“湖南茶油”公

共品牌，省油茶产业协会发布了《“湖南茶油”
公共品牌管理办法》和《湖南茶油》团体标准，
规范品牌申报与授权， 从源头加强品牌质量
管理。今天的推介会上，省油茶产业协会公布
首批“湖南茶油”公共品牌授权产品名单，林
之神公司、 大三湘公司等22家茶油企业48款
茶油产品获得“湖南茶油”公共品牌授权。

加快打造千亿油料产业

22家企业获“湖南茶油”公共品牌授权

逛“农博”
10月26日， 长沙

国际会展中心， 市民
在第二十一届中国中
部 (湖南 )农业博览会
上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相关报道见3版）

权威发布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冒蕞 刘
笑雪）近日，省政府印发《湖南省优化经济
发展环境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
共36条，聚焦企业和群众“最烦”“最痛”“最
怕”“最盼”，对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投资贸
易环境、生产经营环境、监管执法环境等方
面作出了明确规定。

《规定》要求，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进一步推行政务服务标准化，加强政务
服务大厅和全省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
建设，推进跨部门、跨地区、跨层级政务数
据联通和资源共享， 规范行政许可办理程
序，精简政务服务申报材料。

《规定》指出，围绕企业投资落地全过程，
对企业开办与注销、市场准入、招商引资、
项目审批与服务、施工建设等方面进行规范。
要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
查制度， 不得非法干预市场主体的投资自主
权，严格兑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和承诺。

《规定》明确，要以降低企业成本为重
点，优化生产经营环境。重点对纳税、政府
收费、电子政务平台收费、公用企业收费、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收费进行了规范。同
时，对中介服务、行业协会商会行为、民营
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 人才保
障、融资服务等做出了规定。

《规定》要求，各级行政机关要公正文
明执法，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实
施联合检查，对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采
取审慎的监管措施。

《规定》还对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监督体系进行了明确， 提出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的领导， 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为本行政区域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工作第一责任人； 任何单位和
个人有权对违反本规定、 损害经济发展环
境的行为进行投诉举报。

� � � �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冒蕞 刘
笑雪）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普
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2019—2021年）》（以下简称《方案》）。根
据《方案》，到2021年，全省砂石土矿（不含
河道采砂）总数减少近40%，控制在2200
个以内，力争控制在1500个以内。

《方案》提出，到2021年，全省大中型矿
山比例由现在的12%提高到30%以上；历史

遗留矿区和关闭矿山生态环境（含地质环
境）治理率达80%以上，生产矿山要做到“边
生产、 边恢复、 边治理”； 绿色矿山达标率
80%以上，其中新建矿山达标率100%；砂石
土矿山“边采边治”台阶式分层开采达标率
100%，开采机械化程度达到80%以上。

《方案》明确了八大方面主要任务：开
展调查评价评估，全面查清资源现状、开发
现状及市场供需情况。 荩荩（下转2版①）

聚焦企业和群众“最烦”“最痛”“最怕”“最盼”

我省出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定

我省出台普通建筑材料用砂石土矿专项整治行动方案

到2021年全省砂石土矿总数
减少近40%

湖南日报10月26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回头看”情
况反馈会在长沙召开。 督导组副组长马瑞民
反馈督导“回头看”情况，省委书记杜家毫作
表态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成员， 省领导
乌兰、王少峰、张剑飞、李殿勋、许显辉，省高
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代理检察长叶晓颖出席。

马瑞民指出， 今年4月中央督导以来，湖
南省委、 省政府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政治站位高，责任压得
紧；整改动真碰硬，件件有着落；线索核查用
心用力，工作机制完备；打伞断财深入推进，
取得新的突破；行业专项整治力度大，实现根
本改观；基层基础不断夯实，治理更加有力；
治标治本同时发力，推动长效常治，督导反馈
问题整改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了重大阶
段性成果。

在指出“回头看”发现的有关问题和不足
后，马瑞民强调，湖南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担当，坚决贯彻中央精神，结合开展主
题教育，进一步做好督导问题整改落实，确保

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着落。要保持高压态势不
松劲， 依法查办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大
要案和历史积案， 加大涉黑涉恶线索核查和
打击力度， 确保把每一件案件都办成经得起
法律和历史检验的铁案。 要聚焦深挖彻查求
突破，把打击“保护伞”作为下一步主攻方向，
做到一查到底、一网打尽，把“打财断血”作为
根除手段，彻底摧垮黑恶势力经济基础。要深
化综合治理谋长效， 做到边扫边打、 边整边
建，建立健全行业整治、基层治理等方面的长
效机制，完善宣传引导和扫黑除恶督导考评等
机制，推动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要打牢基层基
础固根本，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入推进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 建立健全自治、法
治、德治相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机制，让黑恶
势力无处容身，夺取专项斗争全面胜利。

杜家毫表示，督导组“回头看”反馈的意
见，为我们抓好督导整改、深化专项斗争、建
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湖南指明了方向路径、注
入了强劲动力。省委、省政府诚恳接受、照单
全收，一定以除恶务尽的坚决态度、真抓实改
的坚定行动，扎实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向
党中央和全省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杜家毫强调， 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自觉对
标看齐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和党
中央决策部署， 坚决担负起扫黑除恶重大政
治责任，杜绝“过关”思想，克服松懈自满情
绪，增强“攻关”劲头，保持斗争精神，以钉钉
子精神推动依法严惩到位、整改问责到位、深
化整治到位、长效常治到位。要瞄准突出问题
深查彻改，扎实推动“回头看”整改工作落深
落细落实，确保反馈意见项项有着落、件件有
回音，以整改成效取信于民，切实增强人民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用好督导“回头
看”成果，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斗争精神
打好扫黑除恶攻坚战、持久战，紧扣三年为期
目标任务持续发力， 持续深化整治对黄赌毒
和黑恶势力听之任之、 失职失责甚至包庇纵
容、充当“保护伞”问题，着力推进破案攻坚、
打伞破网、打财断血、行业治理，形成打击、整
治、管理、建设的长效机制，同时把打击黑恶
势力犯罪与反腐败、基层拍“蝇”结合起来，与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结合起来， 最大限度铲除黑恶势力
滋生的土壤，带动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
生态持续净化。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向湖南省反馈督导“回头看”情况
马瑞民反馈督导情况 杜家毫作表态讲话 许达哲乌兰出席

� � � �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近日印发了《关于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的意见》。

《意见》指出，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
伟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
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为中华民族繁衍
生息作出了巨大贡献， 对世界文明进步产
生了积极影响。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
工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中医药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
绩。同时也要看到，中西医并重方针仍需全
面落实， 遵循中医药规律的治理体系亟待
健全， 中医药发展基础和人才建设还比较
薄弱，中药材质量良莠不齐，中医药传承不
足、创新不够、作用发挥不充分，迫切需要
深入实施中医药法，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以
上问题， 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
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 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大事，对于坚持中西医并重、打
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
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 发挥中医
药原创优势、 推动我国生命科学实现创
新突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
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促进文明互鉴和民
心相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
重要意义。

《意见》从健全中医药服务体系、发挥
中医药在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中的独特作
用、 大力推动中药质量提升和产业高质量
发展、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中医
药传承与开放
创新发展、改革
完善中医药管
理体制机制等
六个方面提出
了20条意见。

（《意见》全
文，请扫新湖南
二维码）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意见》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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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还有 天距2019湖南经济合作洽谈会
暨第九届（全球）湘商大会开幕

� � � �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2019年“读懂
中国” 广州国际会议于10月26日在广州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
一些曲折困难，但经济全球化潮流不可逆
转 ，各国利益日益交融、命运更加休戚与

共是大势所趋，不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待。中国是经济全球
化的受益者 ，更是贡献者 ，将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 奉行互利共赢开放战略，
继续为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增添动力，同
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 、包容 、普惠 、平衡 、共赢的方向
发展，让经济全球化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
民。

“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迄已成功举办三
届。今年有包括30余位全球知名政治家、战略
家、学者、企业家在内的约600人与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