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届全国发明展闭幕

湖南代表团
斩获19金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通讯员 鲁鹏 记者
胡宇芬）为期3天的第二十三届全国发明展览
会·一带一路暨金砖国家技能发展与技术创
新大赛，今天在佛山闭幕。湖南代表团参展的
136项发明技术和产品共荣获金奖19项、银
奖31项、铜奖50项，另有4项获中国宝武青少
年专项大奖。

中联重科参展的“气压可调式油气悬架
系统及其气压调节方法”发明专利技术，首创
两项方法和技术，即融合了人、车、路全工况
信息的平顺性、 道路友好性在线综合优化方
法和液-气双向挤压式油气悬架气压分布独
立调节技术， 实现大型工程车辆在任意工况
下悬架系统关键参数的自适应优化智能匹
配，获得本届展会金奖。

由常德芷兰实验学校学生发明的“田间
常规管理作业机器人”， 利用智能机器人技
术，实现浇水、打药、治虫、施肥、扬粉、除草等
常见田间管理自动化， 不但可提高田间管理
效率，降低成本，还能提高单产，解决农村作
物日常护理的问题， 同时荣获本届展会金奖
和宝武青少年专项大奖。 荩荩（下转2版②）

前三季度全省居民人均
消费支出增长8.6%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最新数据，前
三季度，湖南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14555元，
同比增长8.6%。

从常住区域看，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生活
消费支出19466元，同比增长6.9%；全省农村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9716元， 同比增长
9.9%。 农村居民支出增速高于城镇居民3个
百分点。

从消费大类看，我省居民在其他用品及服
务、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食品烟
酒等五类生活消费方面支出增长明显，同比增
幅分别为17.3%、11.5%、10.8%、10.6%、10.5%。

在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严控下， 全省商
品房价格保持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全省城乡
居民居住支出同比增长5.2%，增长平稳。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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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403元，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年同期提
高0.6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0791�元，同比增长9.1%，增幅比上年同期高
0.1个百分点。城乡居民增收均跑出“加速度”。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分析指出，我
省加快推动居民增收主要依靠稳就业、 降税
费、脱贫攻坚、提高保障“四大法宝”。

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就业
规模持续扩大， 三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同
比下降0.5个百分点，为城镇居民增收奠定坚
实基础。随着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推进，
大批企业在湘南、湘西地区落户，促进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增长，三季度末，全省农村劳动
力转移就业2057.7万人， 同比增加27.3万人，
衡阳、郴州、永州、怀化、邵阳、湘西州转移就
业超过700万人。

随着“放管服”改革深化，全省营商环境
不断优化，尤其是减税降费卓有成效，直接降
低企业经营成本。前三季度，我省城镇居民人
均一二三产业经营净收入分别同比增长
19.7%、8.9%和10%； 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同
比增长11.3%，在各大项收入中增长最快。

为决胜脱贫攻坚， 今年省财政安排扶贫
专项资金增幅超过19%，通过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等政策支持和引导农村贫困人口就业创
业， 全省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净收入
明显提高。

针对基本生活物资价格涨幅较大情况，
我省持续提升保障水平。各市州为优抚对象、
城乡低保对象、 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发放物
价补贴；从7月1日起提高城乡低保标准；增加
大病集中救治病种、 提高救治比例以及医保
报销比例， 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报销医疗
费228元，同比增长18.4%，农村居民人均报
销医疗费205元，同比增长20.9%。

� � � � 就业稳、税费降、脱贫
攻坚、保障提高四轮驱动

湖南城乡居民增收
跑出“加速度”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秋末初冬， 三湘大地文化活动丰富多
彩，旅游市场淡季不淡。

今年以来， 湖南文旅融合步伐加快，全
省文化旅游消费增长势头强劲。 上半年，全
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1608元，
同比增长10.9%。1至9月，全省接待国内外游
客5.95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6721.17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10.27％和15.97％。

丰富产品供给，培育新兴业态
11月8日， 资兴市白廊镇云山美地民宿

的管家又忙碌了起来。每到周末，这种坐在
窗前，就能一览东江湖美景的“湖景房”都是
爆满。

湘南小城资兴已形成4个较大民宿聚集
区，拥有民宿（客栈）上百家，东江湖民宿品
牌效益日益显现，成为“悠闲湘南”文旅消费
的一大亮点。

今年以来，我省坚持以开放合作促文旅
融合，以文旅融合带动跨界融合，全面释放
文旅产业投资和消费潜力。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昭山文化产业园、
长沙天心文化产业园等文旅集聚区快速发
展。韶山、武陵源、南岳3个县市区入选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浏阳市文家市镇等上
榜“湖南省首批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截至7
月，我省纳入国家文化旅游项目库监测的文
旅项目351个，累计投资5796.06亿元。

今年以来，我省以推进体验导向型新场
景革命为抓手，不断推出融合创新发展的新
业态新产品。看一场脍炙人口的《刘海砍樵》
花鼓戏，吃着传统小吃，在湖南雨花非遗馆
体味湖湘非遗文化的精髓，边游边吃，好不
自在。在长沙加加酱油博物馆，游客通过一
条全透明的工艺生产参观走廊，可以详细了
解一颗黄豆成为食用酱油的生产过程……

乡村游、红色游、研学游、生态游等新业
态层出不穷；“地球仓”旅居装备、飞行体验
馆、自驾营地等新场景，让人直呼“玩得刺
激、住得新奇”。

夜间经济亮起来，打造品牌
示范引领

长沙博物馆、简牍博物馆举行的“博物
馆之夜”活动，让市民瞬间穿越回古老的长
沙城。

梅溪湖大剧院、长沙音乐厅等文化场馆
推出的系列夜间演出，吸引了全省各地及许
多省外观众前来“打卡”。

铜官窑古镇、洪江古商城、溆浦穿岩山

景区枫香瑶寨、凤凰古城、常德桃花源等景
区自然不会放过“昼伏夜出”的游客，纷纷推
出夜游项目，抓住了夜间的流量和商机。

一家24小时的书店、一场夜间演艺、一间
精品民宿……逐渐成为游客向往一座城市的
理由。品美食、听戏曲、看烟花、动漫秀……湖
南提供的夜生活选项越来越丰富。

9月，“点亮中国夜经济版图” 首发仪式
活动在长沙举行，“夜色最长沙”不断刷屏。国
庆假期，“夜长沙”魅力十足，文旅消费市场供
需两旺，长沙成为当之无愧的“网红城市”。

今年以来，长沙作为首批国家文化消费
试点城市，探索形成了“供给引导消费，创新
驱动发展”的长沙模式。株洲市作为国家文
化消费试点城市，着力打造“互联网+文化消
费”新模式。长沙、株洲消费试点示范全面推
进，引领全省文旅消费持续增长。

惠民利民，不断优化消费环境
9月，位于长沙天心区的湖南首个“夜间

经济服务中心”正式运行，“夜间管家”从每
天20时至次日凌晨2时， 轮班驻点、 协调各
方，确保夜间经济工作服务到位。

位于湘江之滨的李自健美术馆，不仅是
高雅的艺术场馆免费开放，还拥有藏书丰富
的艺术书店、妙趣怡然的艺术咖啡、颇具设

计的文创超市、浪漫的水上音乐厅，成为市
民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今年，全省完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建设25730个。深入推进厕所革命，启动实
施文旅公共服务场馆旅游厕所提质改造试
点工作。开展全省文化和旅游行业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 百日行动及市场整
治专项督查。 不断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优
化文旅消费环境，让市民游客敢消费、愿消
费。

近两年， 全省共有8家5A级景区、48家
4A级景区、47家3A级及以下或未评级景区
降低了门票价格或内部交通设施价格，平均
下调幅度超过20%。“锦绣潇湘”旅游消费卡
一推出，就受到广大市民游客欢迎。该卡门
票价格总计达6500多元， 而售价仅200元，
大大激发了出游频次和消费规模。

锦绣潇湘·文旅湖南服务云平台上线运
行，全省文化和旅游服务实现“云上”服务。
同时，推动智慧景区（点）建设快马加鞭。

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 将坚持政府引
导、企业主体、市场化运作原则，通过推出消
费惠民便民措施、开展文化旅游名县名镇名
村建设、 实施智慧文旅工程等多项举措，把
文旅产业培育成为全省投资的重点、消费的
热点和开放的亮点。

锦绣潇湘：文旅消费势头劲

� � � �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邓晶琎）
7日在四川结束的全国推动“四好农村路”
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发布消息称，今年有83
个县市区获评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被命名的市、区均称为“示范县”）。其中，
湖南的临澧县、安仁县、平江县、冷水滩区
当选。

“四好农村路”，即建好、管好、护好、
运营好农村公路。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
县评选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四好农村路”建设重要指示精神，由
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国务院扶贫办
决定命名，经县级申请、对标遴选、省市核
查、专家评审、实地复核等程序评定。

近年来，我省高质量推进“四好农村
路”，成效显著。去年，长沙县、临湘市、芷
江侗族自治县获评首批“四好农村路”全
国示范县。

目前，我省农村公路里程达20.2万公
里， 列养率（即有养护的路段比例）达
100%，路面铺装率（即水泥、沥青路面比
例）达89%。

湖南4县区获评全国
“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临澧县、安仁县、平江县、
冷水滩区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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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李仁虎 刘光牛 张垒

从梁家河到正定，从宁德到福州，从浙
江到上海，建沼气、揽人才、反贫困、促民生、
强浙沪、绘蓝图……从农村大队党支部书记
一路走来，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习近平总
书记同新闻工作者交友、交心、交情，关心、
信任、支持新闻舆论工作，善待善用善管新
闻媒体宣传党的声音，凝心聚力、推动工作、
富强一方。

沿着总书记当年走过的足迹，记者一路
追寻，那一幕幕场景、一个个画面，铭记在一
个个同他交往的新闻工作者心中，印刻在他
曾工作过的大地上。 那是浓浓的新闻情，更
是沉甸甸的人民情。

一、心与心的交往
1984年的春天，年轻的新华社记者赵德

润听时任石家庄市委书记贾然说正定打破
了“高产穷县”的魔咒，心里一亮。4月17日，
他只身前往。 县委宣传部同志把他领到时
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办公室， 两人第一次握
手。31岁的习近平同志瘦高个儿， 说话不紧
不慢。

“我建议你先下去看看。”“县里的吉普
车，你坐上，下去采访方便。”习近平同志说。
赵德润得知县委只有这一部车， 连忙摆手：

“不行，那你怎么办？”习近平同志笑道：“我
有自行车呀。”

习近平同志安排报道组组长高培琦陪
同，转身对赵德润说：“你可以随便走、随便
看，有好的，也有一般的。如果发现什么问
题，告诉我们，我们改进。”言语不多，但透着
实在、诚恳和自信。

走村入户，赵德润看到，许多农户家有
余粮、碗里有肉、桌上有酒，有些时髦的农民
企业家还穿西服、打领带。当地干部告诉他，
习近平同志一心想着改善群众生活，和县委
副书记吕玉兰联名给中央写信要求减轻农
民负担，“宁要百姓的好生活，不要北方高产
第一县的桂冠”， 上级深入调查后决定减少
征购粮2800万斤， 正定腾出一部分土地、开
发两大河滩地发展农副业。

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一边赵德润在紧张
地采访， 那一边习近平同志骑着“飞鸽牌”
自行车在乡村里抓生产。 滹沱河水凉寒未
消，习近平同志卷起裤脚，扛着自行车，过
河入村。

白天两人忙着各自的工作，晚上两人风
尘仆仆归来聚在招待所的平房里，赵德润抽
着几毛钱一包的香烟， 习近平同志习惯抽9
分钱一包的地产烟。两个人，还有一旁的高
培琦，你一言我一语，不时笑声四溢。

一连20天，赵德润越采访越兴奋，伏案
写稿思绪飞扬，5000多字的通讯《正定翻身
记》精编后登上了《人民日报》。

……
第一次跟随采访，福建电视台记者赖晗

便同习近平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8年
6月中旬，福建省第二批援藏干部进藏，时任
省委副书记习近平率团前往。途中，随团医
生产生严重的高原反应，习近平同志连忙安
排他留在海拔相对较低的林芝八一镇休息，
宽慰他说：“放心，我身体好，不需要医生一
路陪着。”

在西藏的第一个晚上，《福建日报》的
记者因缺氧感觉身体不适， 得知情况后，
习近平同志马上叫人把配给自己的氧气瓶
送去。

22日，翻过一座雪山后，一辆越野吉普
不小心一头冲进路面的大坑，车里的人和设
备腾空而起又重重落下。赖晗随身携带的摄
像机寻像器撞断了，“不知道还能不能拍摄？
回单位怎么交待？”心里忐忑不安。习近平同
志看到小赖神色紧张，过来拍拍他的肩，说：
“人没事就好。设备坏了，不是你的原因。你
已经拍了很多，之后的不能拍也没关系。”他
还开玩笑说：“别担心，需不需要我回去给你
们领导打电话证明一下？”赖晗涨红着脸，嗫
嚅道：“还好，我试了试，绑住了还能用。”“轻
伤不下火线呀！”习近平同志幽默调侃，逗得
大家松快大笑。

在米林县、朗县，在布达拉宫、扎什伦布
寺，习近平同志热情、坦诚、随和，与藏族同
胞、僧人握手、拉家常、叙友情，气氛热烈、
其乐融融。他平易随和的人格魅力，赢得了
藏族同胞的心， 也深深地感染了赖晗及新

闻同行。
1999年11月，时任福建省代省长的习近平

率经贸代表团赴重庆开展三峡库区移民对
口支援工作，赖晗随团采访。在万州，习近平
同志察看了几家在当地投资的福建企业，到
援建的福建小学看望师生，同援派干部座谈，
一路马不停蹄。 万州是赖晗的家乡，3年前
父亲病逝，母亲独居于此。得知情况，习近平
同志专门给赖晗放假，要求他：“你不要‘三过
家门而不入’，赶紧抽时间回家一趟，也请代
我向你母亲问好。”小赖回到家中，把习省长
的问候转达给母亲，老人十分感动，连连赞
叹：“这位领导了不得啊！对人真贴心。”老人
亲手灌了香肠，要儿子一定捎给习省长尝尝
地道的重庆小吃……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习近平同志身上
自然流露出的那种尊重、支持和信任，洋溢
着的真诚友好、平易近人、细心体贴的人品
风范，在记者的心中酝酿发酵，感染着自己，
也传播给他人。

时任福州电视台新闻中心主任的岳福
荣作为地方电视台记者，不仅要采制本地播
放的新闻节目，还要给省台和中央台传送新
闻。为了赶时效，岳福荣常常要在活动现场
完成采访。习近平同志总是欣然应允，“从来
没有拒绝过一次”， 采访结束时往往微笑着
再问一句：“这样可以吗？ 够不够？” 每当这
时，岳福荣的心里都会流过一阵暖流。

荩荩（下转2版①）

情到深处———习近平同志与新闻舆论工作

11月9日上午，长沙市望城区“湘船重工”船舶制造基地，由湖南湘船重工有限公司(长沙船舶厂)制造
的“嵊翔号”游船顺利下水。该游船总长81.29米，型宽14.30米，型深7.40米，额定载客量820客位，是我省
目前制造的船身长度最长、载客人数最多的游船。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胡兰 摄影报道

湖南造
最大游船下水

红枫
烂漫
11月8日，湖南

农业大学校园，层
层叠叠的红枫叶在
阳光的照射下呈现
出绚丽夺目的色彩。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