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胡信松 彭雅惠
通讯员 张泽鹏） 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涨势
喜人。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8180.36亿元，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855.76亿
元，同比增长22.2%，创近6年同期最高增幅，增
速居中部6省第二。

数据显示，我省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明显提
升。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39个大类行业

全部盈利， 其中有31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
长。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84.5元，低于全
国平均水平1.19元； 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
4.71%，同比提高0.36个百分点。

制造业利润主导地位进一步凸显。上半年
全省规模以上制造业共实现利润797.62亿元，
同比增长24.5%， 比上年同期加快14.7个百分
点，占全省规模工业利润比重达93.2%。

各类企业中，非公有制经济充满活力，上半

年共实现利润682.02亿元，同比增长16.2%，拉动
全省规模工业利润增长13.6个百分点。中、小型企
业利润额均高于大型企业，但全省大型企业上半
年利润同比增速达到64.3%，远快于中小企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现成效。 上半年，我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
2.0%，较上年同期低5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平均
水平6.6个百分点，为中部6省最好水平；产成
品存货周转天数为9.7天，同比减少1.2天。

罗建华

住建部7月27日发布公示 ， 拟将全国
276个镇认定为第二批特色小镇，其中湖南
临澧县新安镇、望城区乔口镇、龙山县里耶
镇、 宁乡县灰汤镇等11个镇进入名单 。早
在去年，浏阳市大瑶镇、邵东县廉桥镇、花
垣县边城镇等5个镇入选第一批中国特色
小镇。

远离都市繁华， 却不乏市井里弄的韵
味，又各自蕴涵丰富的文化内涵，这是各地
特色小镇留给乐游者们的最深印象。

特色小镇的特质在于 “特色 ”，魅力也
在于“特色”，生命力同样在于“特色”。例如
望城区乔口镇建设就是抓住了历史上这里
工厂密布、商贸繁荣的特质，重现了“长沙
十万户，乔口八千家”的场景；宁乡灰汤镇
更不用说， 温泉洗浴特色早已融入乡镇血
脉；边城镇，则是以沈从文所写《边城》而命
名的，独一无二。因此，保持小镇“特色”的
鲜明性，是打造特色小镇的首要原则。

乡土文化是“小镇文化”的内核 ，也是
小镇最有魅力的元素之一。 上次入选的浏
阳市大瑶镇就素有“中国花炮之源”、“武术

龙狮之乡”、“书画楹联之乡”的美誉，因此
在特色小镇评选中以花炮文化、 民俗文化
脱颖而出。这也在提醒我们，在特色小镇建
设中， 必须保持乡土文化的原生性、 鲜活
性。只有外壳，而没有鲜活乡土文化内涵的
小镇是难有生命力的。

特色小镇建设还务求与产业发展相融
合。在发达国家，特色小镇已成为城市化的
一种重要模式。如瑞士的达沃斯小镇、美国
的格林威治对冲基金小镇、 法国的普罗旺
斯小镇，产业富有特色，文化独具韵味，生
态充满魅力。 我省上次入选的邵东县廉桥
镇也是凭借独具特色的中药材产业而入选
的，它是以全国著名“中药材市场”身份上
榜的唯一代表。没有好的产业发展，小镇就
会是空心的；相反，一个有活力的产业，能
凝聚人气，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同时能
促进就业、改善民生。

作为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突破
口，“特色小镇” 眼下正在成为社会资本的
投资热点。“蛋糕”摆在眼前，总是有人巴望
着咬上一口。好在，不是谁想咬就能咬。特
色是特色小镇的DNA，关键是要找准特色、
凸显特色、放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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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鲜明，特色小镇才有生命力
三湘时评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韩建芳） 上半年我省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共
4670家，实现营业收入1361.32亿元，同比增
长15.7%，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个百分点，增
幅在全国排名第七位。 这是今天省统计局发

布的最新数据。
据发布，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涉及的33

个行业类别中，31个行业营业收入有所增
长，其中，23个行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商
务服务业作为主体行业，运行情况良好，878

家相关企业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341.3亿
元，同比增长25.7%；仓储业、生态保护和环
境治理、文化艺术、体育呈现高速增长，上半
年营收增幅分别达到64.6%、60.4%、43.3%、
38.4%；邮政、教育、社会工作、娱乐业等民生
服务业上半年营收增幅也均保持在20%以
上。

随着营业收入增长， 服务业企业盈利水
平明显提升。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服务业实
现营业利润120.00亿元，同比增长11.2%。

上半年规模工业利润增长22.2%
创近6年同期最高增速，增速居中部6省第二

上半年服务业营收增速全国第七
23个服务行业营收实现两位数增长

� � � � 湖南日报重庆8月2日电（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曹雄）8月1日，湘渝两地统战工作
交流座谈会在重庆举行。湖南省委常委、省
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重庆市委常委、市委
统战部部长陶长海出席。

会上， 双方介绍了各自统战工作的基
本情况，双方各民主党派省(市)委负责人
就“加强党派自身建设，服务中心大局”进
行座谈。

黄兰香说， 重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统战工作重要实践基地、 各民主党派主要
发祥地、中国“政治协商”诞生地和全国统
一战线传统教育基地，统战资源丰富，统战
历史悠久，当下重庆发展蒸蒸日上、统战工
作亮点纷呈、党派工作富有特色。期待进一
步深化与重庆的沟通交流，积极研究探索做

好新形势下统战工作的新途径、 新办法，共
同推进湘渝两地统战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陶长海表示，湖南统战资源丰富，特别
是在加强政治引领、 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
设和网络统战工作等方面有很多好经验、
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和借鉴。 希望湘渝两
地统一战线以此次考察调研为契机， 拓宽
交流领域、发挥各自优势，进一步推动两地
统战工作携手并进、统战事业蓬勃发展。

何报翔、杨维刚、赖明勇、潘碧灵、张灼华、
向佐谊、张大方、吴金水、袁爱平等湖南民
主党派省委负责人、无党派人士代表、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代表以及重庆各民主党派市
委主要负责人出席座谈会。

在渝期间， 重庆市委副书记唐良智会
见了黄兰香一行。

湘渝两地统战工作
交流座谈会在重庆举行
黄兰香出席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孙敏坚）昨日，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 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王少峰出席并讲话，副省长、省委人才工作
领导小组副组长向力力主持会议。

王少峰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以总书记人才
工作重要思想为指引， 进一步增强做好人才
工作的历史使命感、政治责任感；以大力实施
芙蓉人才计划为抓手，积极做好引才、聚才、
铸才、育才、扶才、优才工作，不断提升服务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向用人主体放权，
为人才松绑。要始终坚持目标、问题、需求导
向，坚持谋划、举措、作风严实，坚持管理、制
度、机制创新，坚持强化服务、营造氛围、优化
环境， 培树全社会识才爱才敬才用才良好风
尚；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要以更高政治站
位、更远战略眼界，加强对人才工作的领导，
突出一把手抓第一资源责任， 各部门要各司
其责、齐抓共管，加大考核督查和保障投入力
度，形成人才工作新格局，为实现新湖南建设
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愿景提供坚强人才支撑。

会议审议了芙蓉人才计划、 党委联系服
务专家和人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等文件。

王少峰在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聚焦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大力实施芙蓉人才计划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程彧喆 郝亚儒）今天，第十八届中国粮食
论坛在长沙举行。论坛以“深入推进粮食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
题，就当前的粮食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湖
南省副省长隋忠诚、中粮集团总裁于旭波、
国家粮食局副局长曾丽瑛出席。

隋忠诚在致辞中表示， 湖南是粮食资
源大省， 欢迎各方到湖南来就粮食产业开
展以下方面的合作： 到湖南建设优质稻基
地，夯实粮食安全基础；到湖南开展异地代
购代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协作关系；以
注资入股、投资建厂等方式，助推湖南粮食

产业转型升级；开展高层次、宽领域的资源
资本合作， 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融合
发展； 发挥湖南交通区位优势， 在粮食物
流、进出口贸易等方面进行深层次合作；发
挥湖南稻米资源优势，在主食产业化、精深
加工等方面深度合作，实现双赢。

论坛上，国内粮食领域权威专家，以及克
明面业董事长陈克明、 湖南粮食集团董事长
谢文辉等粮油龙头企业负责人， 就粮食收储
制度改革、 粮食企业改革创新等作了专题发
言； 全国百家粮油骨干企业向全行业发出开
展“抓质量、重信用、树品牌”活动倡议书，共同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隋忠诚在第十八届中国粮食论坛上表示

欢迎各方来湘开展粮食产业合作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刘跃兵）8月
1日至2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带
领执法检查组， 深入永州市东安县大庙口
镇新溪村、紫溪市镇永阳农庄，双牌县麻江
镇廖家村、茶林镇桐子坳村，实地调查了解
永州市贯彻执行《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
例》的情况。

执法检查组对永州市产业扶贫打造
“永州样板”、金融扶贫开启“永州速度”、中
国社会扶贫网试点创造“永州模式”，给予
了充分肯定。陈君文强调，脱贫攻坚要在
“实”上下功夫。在精准识贫上，要进一步
入户了解实情， 做到贫困人口收入的数

字“实”、人员“实”，做到心中有数。在精准
施策上，进一步强化责任机制，坚持实事
求是。各项扶贫措施的落实、工作的开展，
都要强化领导责任， 落实具体的工作责
任。用心、用力、用情地开展工作。要始终
保持“开始就是决战、工作就是冲刺”的劲
头，结合贫困村、贫困户的实际情况落实
扶贫措施。做到宜山则山、宜林则林。把资
源变成资产，把资金变成项目，让农民成
为股东，多轮驱动推进精准扶贫。要采取
暗访与督查相结合的办法， 推动工作。在
精准退出上， 要抓实各项数据的审核，严
格把关。

陈君文在永州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

脱贫攻坚要在“实”上下功夫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
员 周仁）昨天下午，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
与相关工作人员赴平江县长寿镇茶叶村
调研指导精准扶贫工作。

茶叶村是岳阳军分区扶贫帮扶点。黄
跃进一行先后来到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
养殖基地调研指导精准扶贫工作。 茶叶村
地处平江县长寿镇东北部，共19个村民小
组，253户973人，由于先天资源不足、交通
条件落后、致富技能缺乏，全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154户546人，未脱贫61户225人。在岳
阳军分区的帮扶下， 该村将通过大力发展
养殖业、努力改善基础设施，不断加强组织

建设，力争在2018年实现脱贫目标。
黄跃进指出， 茶叶村扶贫脱贫正在有

序推进，各项工作有针对性，尤其是岳阳军
分区发挥了较好的帮扶作用， 帮扶人民群
众克服困难、 脱离贫困， 凸显了社会责任
感。

黄跃进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在扶贫
工作中担当作为，到一线拿出具体办法，
发挥带头作用；要紧密联系实际，把各项
工作做得更实更细更有针对性， 尤其是
产业扶持项目需要符合当地实际； 要勇
于担当作为， 像打仗一样坚决完成扶贫
攻坚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

黄跃进在平江调研精准扶贫工作时强调

像打仗一样
坚决完成扶贫脱贫攻坚任务

长沙首个社区
微信图书馆启用

8月1日，长沙市芙蓉区
韭菜园街道桐荫里社区，青
少年在用手机查询、借阅书
籍。当天，长沙首个社区微
信图书馆正式启用，读者只
需关注社区的微信公众号
并安装图书管理系统，就可
以通过手机实现图书入库、
查询、借还书等功能，享受
全新的借阅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苏莲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林文虹）今天下午，在省政府电视电话会议室
内，浏阳河文化产业园等3家园区、湖南沙坪
天利湘绣有限公司等12家基地接过牌匾，
成为首批省级特色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基地。
副省长向力力出席授牌仪式并讲话， 他要求
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发展的历史机
遇，加快推进建设步伐。

根据国家和湖南省有关文件要求， 经过
推荐、 现场考察、 专家独立评审和命名前公
示， 湖南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决定将15
家园区、 基地命名为2016年度湖南省特色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和基地。 在今年的省级文化
产业专项资金中， 对获评省级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基地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100万元和50
万元。

向力力指出， 今年上半年全省文化和
创意产业增加值约1018亿元， 半年度首次
突破千亿元，同比增长10%，其中各级各类
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
授牌的15家园区、 基地具有鲜明区域特点
和民族特色，在内容、技术、模式、业态、体
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具有典型示范和引领作
用。向力力强调，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基地
的建设，是提高我省文化创新创意能力、推
进文化强省的重要抓手， 也是推进文化产
业集约化发展的重要途径。 要抓好统筹规
划，健全扶持政策，注重落实项目和人才培
养，加强平台建设，注重体制机制创新，让
文化产业园区、 基地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
展的中坚力量。

15家省级特色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基地挂牌
向力力要求加快推进建设步伐

� � � � 湖南日报8月2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张玲）今天，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
周年湖南省老干部摄影作品展在省文化馆
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友志出席并宣
布开幕，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
出席。

本次展览分为《峥嵘岁月》《奋力强军》
《军营生活》《老兵情怀》《军民鱼水》5个部
分， 展出了73位离退休老同志的130多幅
(组) 摄影作品。 参展的离退休老同志中，年
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67岁。近日，他们在
省文化馆、 省老干部活动中心的组织下，走
进湖北黄冈、江西井冈山等革命老区，走访
西部大漠和南北边疆，深入部队军营和抢险
救灾第一线，拍摄了大量摄影作品。这些作
品以老同志的独特视角，重现了人民军队在
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峥嵘岁月，记录了中国军
人拥政爱民的时代风采，以及军民团结的鱼
水深情。

本次展览由省文化馆、 省老干部活动中
心、省老干部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将持续到
8月8日，免费对公众开放。

右图：8月2日上午，老干部在摄影作品前
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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