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冒蕞
张斌）今天，省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
理协商会， 就九三学社湖南省委集
体提案《关于我省武陵山片区分类
发展与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进行
办理协商。省政协主席陈求发、省委
副书记孙金龙出席。

副省长张硕辅、 省政协副主席
张大方出席， 省政协副主席葛洪元
主持。

作为我省经济发展的四大板块
之一， 武陵山片区经济发展与扶贫
工作的成效， 影响着我省“两个加
快”、“两个率先” 总任务的实现，事
关我省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 今年
以来，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围绕武陵
山片区扶贫发展积极开展调研，并

于省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期间提交
了《关于我省武陵山片区分类发展
与精准扶贫的对策建议》。 督办会
上， 承办提案办理的省直部门汇报
了办理情况， 并与提案方就进一步
落实提案办理进行了交流。

陈求发充分肯定提案办理取得
的阶段性成果，他指出，武陵山片区
扶贫发展任务艰巨， 必须持之以恒
地付出艰苦努力。 承办部门要把握
好“精准”二字，在区域基础设施建

设、政策配套等方面起好牵头作用，
在摸清核准贫困户情况上体现“准”
字原则，确保扶到最需要帮扶的群
众、 扶到群众最需要扶持的地方；
在实施扶贫措施上体现“精”字原
则，加强分类指导、突出地方特色，
确保帮扶措施细化到村到户，见到
实效。要在加大向武陵山片区财政
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统筹使用好
各类发展专项资金，切实加强对片
区内各县市区申报项目、专项资金

使用等方面的指导和监管。省政协
提案工作部门要持续关注、跟踪办
理动态情况， 切实抓好提案落实，
进一步加快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

孙金龙指出，省政协提案实事
求是、针对性强，各承办单位要认
真吸纳提案中的建议， 协同配合，
全力以赴推进武陵山片区扶贫攻
坚。

（下转2版①）

本报台湾新竹8月14日电（记者
谭云东） 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天气变
化，备受关注的“两岸健儿泳渡台湾

海峡挑战活动” 将在8月18日中午正
式启动。

（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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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仲凡 尹志伟）8月初， 中方
县铜湾镇三塔村生猪养殖户周启虎
从保险公司领到15000元理赔款。
今年6月20日，他投保的15头能繁母
猪全部被洪水冲走，“有了这笔理赔
款， 我马上就可以恢复元气了！”得
益于今年各级财政保费补贴14.54
亿元，我省农户、龙头企业、农民合
作组织只需缴纳25%左右的保费，
发展水稻、棉花、油菜等农业生产就
可获得风险保障。今年来，全省因洪
涝灾害进入农业保险理赔流程的金
额已达1.4亿元。

财政撑起民生“保护伞”。今年
上半年， 全省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财

政支出1431.11亿元，占公共财政支
出的64.81%，比去年同期提高0.5个
百分点。省财政厅厅长郑建新介绍，
今年我省在财政收支矛盾突出的情
况下， 把改善民生增进民利作为财
政工作的头等大事，加大投入力度，
优化支出结构。

提高民生保障标准。今年，企业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照10%的标
准继续上调；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
人均补助标准由280元提高到320
元； 启动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指导标准， 对城乡低保户
实行应保尽保； 城乡居民基础养老
金从55元提高到60元； 女方年满49
周岁的独生子女伤残、 死亡家庭夫

妻的特别扶助标准分别提高到城镇
每人每月270元、340元，农村每人每
月150元、170元。

改进民生保障方式。 落实各项
种粮补贴政策，提高国家级、省级生
态公益林补偿标准至17元/亩和15
元/亩。加强高标准农田、小型农田
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今年将
完成715万人的农村饮水安全建设
任务。 聚焦武陵山片区、 罗霄山片
区，支持精准扶贫。省财政今年新增
扶贫资金1亿元， 规模达4.62亿元，
大部分投放到这两个片区的37个重
点县；按每人每月不低于300－700
元的标准， 对两个片区的中小学教
师、 农村卫生院医疗卫生技术人员

分别给予人才津贴。
充实民生保障内容。 省财政在

落实5000万元高校毕业生创业扶持
资金的基础上， 追加4000万元高校
毕业生就业扶持基金， 鼓励企业吸
纳毕业新生，开展就业援助。今年，
还建立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按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的标准，对
一二级残疾人发放补助， 约45万名
残疾人受益。 及时启动社会救助与
价格上涨联动机制， 针对去年第四
季度CPI连续上涨的情况，我省安排
价格临时补贴4.92亿元， 及时发放
到城乡低保户、五保户手中，确保其
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明显
下降。

晨风

一，今天，是湖南日报65岁的“生
日”。

65年前的8月15日，长沙和平解放
后的第十天， 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定名
并题写报头的《新湖南报》，在湖南历
史驶入巨变的节点上孕育而生。

在历届省委、省政府正确领导下，
65年来， 一代代湖南报人始终与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锻造出一支
政治坚定、业务全面、作风过硬的采编
队伍，铸就了党报发展的坚强根基。

从几处低矮简陋的平房， 到初见
雏形的现代传媒大厦；从单一纸媒，到
全媒体融合，湖南日报迎接各种挑战，
实现了自身发展的华丽转身。

65年栉风沐雨，湖南报人竞逐时代
节拍，抒写新的华章。如今，湖南日报，
其影响力已跻身全国党报第一方阵。

二，65年峥嵘岁月，湖南日报记录
下三湘大地的沧桑巨变， 见证了湖南
人民砥砺前行的奋斗历程。

从《新湖南报》到《湖南日报》，这
张曾经被一代伟人三次题写报名的省
委机关报， 既是湖南建设发展的直接
参与者， 也是这块红色土地上历史巨
变的详实见证者。

它是一部厚重的 “湖南日记”，记
载着三湘大地65年革命、 建设和改革
发展伟大而充满艰辛的历程； 它是一
幅逶迤壮丽的画卷， 描绘着三湘儿女
在党领导下砥砺前行的身影。

三， 凝聚社会共识， 汇聚各方力
量，这是党报的担当。

正处转型中的中国， 迫切需要在
多元思想观念中寻找 “最大公约数”、
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 在博采众长中
凝聚起社会的最大合力。这样的共识，
这种合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梦想”
的基石，是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蹄疾而
步稳”的保证。

意识形态工作，关系党的前途命运
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民族凝聚力和向
心力，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越是应对挑战和困难， 越是深化
改革、攻坚克难，就越要壮大主流思想
舆论， 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
域的指导地位， 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
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现两个“巩固”的目标，党报肩
负的责任十分重要。

四，鲜明的党性原则，是党报的立
身之本，是党报与生俱来的优良品格。

党报，首先是姓“党”。
这是党报发展的基本方向， 更是

党报的生命线。
鲜明的政治属性， 要求党报在事

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增强主
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讴歌
真、善、美，鞭笞假、恶、丑。

党报，同样是报。
办好报纸， 这是党报实现和强化

公信力、影响力与传播力的关键。
党报是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的排

头兵，也是面向社会的文化产品；只有
占领市场、 才能守好阵地， 丢掉了市
场，也就丢掉了阵地。

善于将党的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
的自觉行动。党报的这种角色定位，体
现着党性与人民性的一致、统一。

五，湖南的发展进步，离不开积极
向上的思想动力； 书写中国梦绚丽的
湖南篇章， 需要凝聚全省人民的奋进
力量。

说好“湖南话”，讲好“湖南故事”,
将全省7200万人民群众凝聚在共同理
想的旗帜下，汇聚起加快“四化两型”
建设、实现“三量齐升”战略目标，推进
全面小康建设的强大力量。

这，就是时代赋予湖南日报的责任。
六，创新、融合，是做大做强党报

的战略选择。
云计算 、大数据 ，微信 、二维码 、

APP、 移动互联网……这些横空出世
的新媒介、新技术，搅动着媒体竞争固
有的格局。

面对挑战， 我们要深化媒体融合
发展的认识，创新融合发展的观念，加
强内容建设，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

我们坚信， 主流媒体一直以来是
舆论引导的风向标和定音鼓， 其内容
优势是新兴媒体无法比拟的。 矢志不
移地坚持和提升纸媒权威、 深度、真
实、准确的传统优势，党报在网络时代
依然拥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同样，
用改革的手段， 加速传统媒体与新兴
媒体融合发展， 就能让党报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做强核心，壮大优势，赢得
新的发展空间。

面对浮躁保持淡定， 在碎片化中
拥有一种严谨， 在随众中坚守一份理
性， 我们就能在舆论场上高扬起党报
醒目的旗号。

七，回顾过往，不仅是回顾自己的
荣光，更重要的，是坚定前行的自信。

高度决定影响力。
今天， 伴随新一轮提质和与新媒

体的融合， 湖南日报正向着强化主流
舆论阵地、 争创国内一流传媒集团的
高度再度发力。

一个伟大民族，总是在闯关夺隘
中迸发勇气；

一个泱泱大国， 只能在开拓奋
进中成就梦想。

2014年，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再
迎大考。

从年初经济形势迷雾重重到年

中的曙光初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沉着应对，以
坚定的科学发展理念和高超的全局
驾驭能力 ， 交出令世界瞩目的答
卷———

经济增速平稳合理，深化改革
屡破坚冰， 转型升级再上台阶，社

会政策扎实兜底，民生改善深入细
微。

掌舵沉稳裕如，知难勇毅向前。
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面
前，中国发展航船乘风破浪，奋勇前
行。

这是来之不易的成就———全球

经济疲弱，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骤增，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
沉着的战略定力，引领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平稳运行。

这是化解难题的智慧———针对
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同
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稳中有进、

改革创新，坚定推动结构调整，着力
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

这是远近兼顾的历史担当———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
巨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蹄疾而步稳
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为经济社会长
期持续健康发展注入不竭动力。

全文见5版

引领中国经济巨轮扬帆远航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述评

高扬党报旗帜
———写在湖南日报创刊65周年之际

财政撑起民生“保护伞”
上半年，湖南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财政支出1431.11亿元，占公共财政支出总量的64.81%

湖南日报传媒中心效果图。

省政协召开重点提案办理协商会
推进武陵山片区扶贫发展

外贸进出口逼近1000亿元
1至7月同比增长20.2%，增速位列全国第七、中部第一

两岸“泳士”18日横渡台湾海峡
14名队员昨日新竹试水

8月14日早上， 龙山县洛塔岩口海拔1000多米的高
山上，云涛来袭，美不胜收。 胡域 摄

本报8月1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今天，记者从长沙海
关获悉，1至7月，我省外贸稳步增长，
累计进出口957.2亿元人民币， 比去

年同期增长20.2%, 其中出口588.8亿
元人民币，增长24.3%,进口368.3亿元
人民币，增长14.1%。进出口增速位列
全国第七、中部地区第一。

香港仍是
第一大贸易伙伴

与成熟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双边贸易同步增
长。1至7月， 我省与东盟贸易额123.6亿元， 增长
69.4%；与欧盟贸易额122.6亿元，增长2.3%；与美
国贸易额76.7亿元， 增长21.2%； 与日本贸易额
57.8亿元， 增长54.9%。1至7月， 对香港进出口
140.2亿元，香港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

我省机电产品最受贸易对象青睐，1至7月出口
233.8亿元， 增长22.8%， 占同期全省出口总额的
39.7%，今年以来始终保持稳定增长态势。服装、电话机
成为出口“明星”，7个月出口分别增长了2.3倍、39.3倍。

进口方面，汽车降幅明显，下降79.1%；银矿砂、
铁矿砂分别下降 38.9% 、4.1% ， 而铅矿砂增长
84.6%；电器零件成进口增长最快产品，进口7.8亿
元，增长2.5倍。

电话机
成为出口“明星”

长沙市
稳居全省第一

长株潭三市及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外贸进
出口总额占我省同期进出口总额的80%以上。其
中，长沙市进出口408.8亿元，同比增长23.8%，稳居
全省第一。

民营企业
占据“半壁河山”

民营企业“挑大梁”。1至7月，湖南省民营企业进
出口494.4亿元，增长36.9%，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
额的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