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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宁乡县将表彰首届“十
大功勋企业家”。 正是在这些锐意进
取企业家的示范带动下， 今年一季
度， 宁乡县完成规模工业产值451亿
元，同比增长13.2%；完成规模工业增
加值110.3亿元，同比增长13.8%。

在国际国内经济大势错综复杂
的局面下，取得这样的成绩，更加难

能可贵！

转型：没有传统的企业，
只有传统的思维

今年年初， 宁乡县工商联邀请知
名学者、专家、教授、企业CEO，举办了

一场以“新形势下民营企业所面临的
机遇与挑战”专题讲座。生动的事例和
科学的论证， 令在场的企业家纷纷反
映“收获不小”。 这样的专题讲座，宁
乡县就组织了15场次。

得益于一场场精彩的讲座、 考察

和报告会，一批批企业在平台上不断长
“高”，迈上了转型升级之路：加加集团
成功抢占了高端酱油的细分市场；族
兴、星城微晶石墨、飞翼股份成功在新
三板挂牌上市；

（下转8版）

引力 活力 实力 ———宁乡县实力园区百花争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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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17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17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哲学
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他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
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
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
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
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
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
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汝
信、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
毅夫、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研究员钟君、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樊锦
诗、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张维
为、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康震、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壮海、国防大
学战略研究所教授金一南、中国人民
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王文先
后发言。他们分别介绍了哲学、经济
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学、政治学、
文学、法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军事学
等学科和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就如何
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创新发展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认真听取大家发言，不时
就有关话题同学者们深入讨论。大家
发言后，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
首先表示， 发言的同志讲得很好，很
多是真知灼见、肺腑之言，听了很受
启发。他向全国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
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观察当代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 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
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
去看。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
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
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不
断健全，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水
平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取得丰硕成果。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持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研究和回答我
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推出一大批重要学术
成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指出，新形势下，我国哲
学社会科学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
繁重。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
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
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

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
践创新。 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
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
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
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
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
想的时代。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

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
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 建言献
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习近平强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
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
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

（下转2版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

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刘云山出席

湖南日报评论员

在全体党员中开展 “学党章党
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学习教
育，是党中央深化党内教育的重大部
署。4月19日，省委召开视频会议对全
省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作出专
门部署，要求全省所有党员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
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每个支
部、每名党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
效。

5月10日下午， 省委书记徐守盛
参加了他所在的省委办公厅综调室
党支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一专
题集中学习讨论，并为大家上了一堂
生动的党课。 他要求每一位党员，牢
记党章“座右铭”，挺起理想信念 “主
心骨”，按照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一
条一条践行落实，真正把价值追求转
化为具体行动。 5月16日上午， 省长
杜家毫参加他所在的省政府研究室

综调一处党支部“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专题学习讨论，寄语大家，把党章
党规和系列讲话作为修身之本、为政
之道 、成事之要 ，多学多思 、善学善
思，努力做有理想、有担当、有操守的
共产党人。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以普通党
员身份，参加他们各自所在的党支部
专题学习讨论，为全省“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带了好头、树起了标杆。全省
每一个支部、每一名党员应当以此为
参照系， 立即投入到学习教育中去，
真学真做，实学实做。

真学真做，“学”是前提，是基础。
要按照中央的要求、 省委的部署，原
原本本、逐条逐句学习党章、党规，认
认真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 ，以学促思 、以学促心 、以学促
行。

真学真做，“做” 是关键、 是落脚
点。要通过真做来体现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把合格党
员的标尺立起来， 把做人做事的底线
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

真学真做，就要坚决摒弃 “无用
论”“重复论”等错误认识，坚决防止
疲劳情绪、应付心理。

真学真做， 就要强化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带着问题学，针对问
题改，边学边改、即知即改，让学习教
育的成效转换成加快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物质力量。

这次学习教育层级多 、 领域
广 ，情况千差万别 ，要坚持分类指

导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防止 “一
刀切 ”“一锅煮 ”。越到基层 、差异越
大 ，要把 “处方权 ”往下放 。只要是
有利于调动党员参与学习教育积
极性的做法 ，都应予以鼓励 ；只要
是有利于提升学习教育效果的措
施 ，都值得倡导 。

集中教育更多的是猛药去疴的
“集中治疗”，经常性教育则是长流水、
不断线的 “日常保健”。“两学一做”既
要巩固好“集中治疗”成果，更要发挥
好“日常保健”功能，推动党员教育管
理抓在日常、严在经常。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共产
党就最讲认真”。只要我们在“学 ”上
用真功 ，在 “做 ”上动真格 ，“两学一
做”一定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邹靖
方 通讯员 孟希娟）湖南通信铁塔资
源整合产生事半功倍效果。与分散于
移动、联通、电信各自建设相比，资源
集中于湖南铁塔公司的2015年，少建
通信铁塔12600多座，节约投资27亿
元，少征土地1500余亩。通过存量共
享和新建共享，提供给运营商的基站
使用效率超过预期。这是记者今天从
湖南铁塔公司获得的消息。

2014年10月，我省移动、联通、电
信3家通信公司的铁塔建设资源，整
合成立湖南铁塔公司。湖南铁塔组建
后，大胆创新体制机制，不断激发队
伍活力， 提高建设能力满足3家电信
企业4G站址需求。 这些工程充分利
用了省内原有铁塔工程的基础设施，
实现存量共享和新建共享的最佳资
源组合。截至2015年12月底，共交付

运营商需求数量18523个； 交付城区
站址7362个， 交付农村站址8705个，
全年完成铁塔类建设投资20.96亿
元，有效推进了全省无线网络覆盖城
乡。此外，湖南铁塔还承担了长株潭
城际铁路、长沙轨道交通1号线、湘
桂复线、沪昆高铁长昆段的公网覆
盖工程的建设和组织实施工作。其
中， 长沙轨道交通1号线公网覆盖
工程已基本完工，长株潭城铁公网
覆盖工程、湘桂复线4G公网覆盖工
程已启动建设。

据了解，湖南铁塔公司的新建基
站及附属设施建设项目被纳入2016
年湖南省重点建设项目名单，也标志
着成立近一年多的湖南铁塔公司，在
加快4G网络建设，促进通信设施共建
共享所做出的成绩，获得了社会和行
业的充分认可。

�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 （记者 冒
蕞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省委常
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微微在长沙会
见了来湘出席第七届中国卫星导航
学术年会的中国卫星导航系统委员
会主席王力等嘉宾。

李微微对各位嘉宾来湘表示欢
迎。她说，近年来，湖南在推进转型升
级和创新发展的进程中，持续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 不断加强政府引
导、规划引领和政策扶持，着力强化
人才支撑和科研平台建设，包括卫星
应用产业在内的信息产业发展基础
不断夯实，增长势头良好。希望各位

嘉宾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湖南的卫
星应用产业发展，为我们下阶段进一
步壮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竞争力多
提宝贵意见，提供合作机遇。

王力说，湖南在军民融合产业特
别是卫星应用产业领域的发展基础
良好，科研、人才优势显著，希望通过
年会召开进一步推动湖南相关产业
发展。

嘉宾代表杨长风、曹健林、罗东
进、粟戎生、曾毅、吴劲风、张弛，国防
科技大学校长杨学军， 副省长张剑
飞， 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庄钊文、科
研部部长刘泽金参加会见。

� � � � 湖南日报 5月 17日讯
（记 者 周 怀 立 ） 今天上
午， 在株洲市第十四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
议上， 阳卫国当选为株
洲市人民政府市长。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吴林 罗杰）今天，记者从
永州市商务和粮食局获悉，根据省里
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 今年一季度，
该市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22314万美
元，同比增长84.65%，增幅排全省第
一。其中出口14864万美元，同比增长
40.4%。 全市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79
家，较去年增加12家。

近年，该市理顺各部门外贸流程
和业务， 为企业提供外汇、 退税、报
关、 报检、 物流等全面免费服务。今
年，永州外贸综合服务中心获省商务
厅、省财政厅批准成立。永州经开区、
祁阳经开区两个园区外贸综合服务
中心一同挂牌， 为企业提供通关、仓
储、物流、结汇、退税和融资等外贸综
合服务， 帮助企业扩大外贸业务。该

市浩通国际货物代理有限公司负责
人林伟群告诉记者：“一单业务可降
低报关成本30%左右。”

该市大力扶持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纺织、服装、制鞋以及机电产品，
对美国、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
香港等的进出口额大幅增长。东安县
南方纺织、盈凯包装，江华瑶族自治
县卓业电子、九恒数码等企业通过技
改、开发新产品，产生外贸实绩。

同时，该市积极推动农业“走出
去”，农产品出口成为外贸新亮点。近
年，该市创建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7个，江永、道县、新田3
个县获批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一季度，该市农产品
出口总额2662万美元， 同比增长
65.41%。

� � � �湖南日报5月17日讯（记者 李国
斌 通讯员 邓晓丽 韩珺）金缕玉衣、
长沙王玺等国宝级文物，今晚亮相长
沙博物馆。“汉廷藩屏———汉代长沙
国与中山国出土文物精品展”在该馆
开展，展览将持续至8月28日，可免费
参观。

长沙国和中山国都是汉代分封
的诸侯国。其中，长沙定王刘发和中
山靖王刘胜是异母兄弟，他们都是汉
景帝的儿子、汉武帝的兄长。此次展
览亦是2000多年后， 兄弟俩携子子

孙孙， 在永生的世界里再度重逢。展
出的国宝级展品主要有金缕玉衣、长
信宫灯、错金银鸟篆文铜壶、错金银
铜车伞铤、长沙王印金印、长沙王玺
金印、金饼、透雕龙凤纹玉环、五弦筑
等。

金缕玉衣是1968年从河北满城
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长1.72
米，使用玉片2160片，金丝700克，是
目前考古发现的汉代唯一一件保存
完整的女性金缕玉衣。

（下转2版②）

金缕玉衣遇见长沙王玺
汉代长沙国与中山国出土文物精品展开展

三家共用一塔
不再各搞各的

我省去年因此少建铁塔12600多座，
少征土地1500余亩，节约投资27亿元

李微微会见王力一行

永州外贸增幅全省第一

阳卫国当选株洲市人民政府市长

� � � � 5月1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天上不会掉馅饼
———如何引导老百姓远离非法集资

治国理政
新思想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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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新引擎
———湖南打造新常态下的新优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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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同比增长84.65%

牢记使命 不负时代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8版

“两学一做”，贵在真学真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