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龙文泱
贺佳）今天，文化部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和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在长沙开幕。 文化部
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出席会议并讲话。在湘
期间，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与雒树刚一行座
谈。

文化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张旭主持会
议。省领导蔡振红、谢建辉、向力力出席会
议或参加座谈。

座谈中， 杜家毫感谢文化部长期以来
给予湖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大力
支持。他说，湖南是文化大省，湖湘文化底
蕴深厚，文化发展基础良好、氛围浓厚。文
化是一个地区的重要软实力。 湖南将深入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刻把握社会
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 进一步坚定文化
自信，大力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全面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着力构建科技文化创新体系，
加快建设文化创意基地， 做强做优做大广
电湘军、出版湘军、演艺湘军和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园等为代表的文化产业， 不断提
升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 深入开展群
众性文化活动， 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特别是精神文化的新期待。 希望文化部进
一步加大支持指导力度， 助力湖南文化事
业和文化产业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雒树刚在会上指出， 党的十九大将文
化的定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为新时代文
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南和行动纲
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
展。 新时代文化产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遵循把握正
确发展导向、完善和落实文化经济政策、充
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注重发挥创新的引
领作用、促进与相关领域深度融合、推动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扩大和引导文化消费、推
进开放发展与合作共赢等8个方面的思
路， 以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和企业发展
为重要抓手，促进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 推动文化产业在新时代持续健康快
速发展、迈上新台阶。全国文化系统要把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
务，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
信”，加强组织领导，抓好贯彻落实，提升管
理服务， 扎实推动文化产业各项工作落到
实处。 荩荩（下转2版①）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②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黄婷婷
通讯员 罗雅萌

前几年工程机械行业经历
寒冬， 中联重科和许多工程机
械企业一样， 经营业绩遭遇断
崖式下滑。在此期间，中联重科
放慢狂飙突进的脚步， 苦练内
功，优化产业结构性，为再次腾
飞积蓄势能。

今年，中联重科壮士断腕，
让出环境资产控股权， 紧缩战
线， 聚焦主业。“不在中国争地
位，而为中国争地位。”中联重
科董事长詹纯新表示， 中联重
科将做精做优主业，“走出去”
到国际舞台上大展拳脚， 做强
做优做大工程机械产业。

集中资源
发力工程机械板块
2017年5月21日晚， 中联

重科对外宣布出售旗下环境产
业有限公司80%股权。

6月27日， 中联重科2016年年度股东大
会，116亿元转让环境产业板块控股权的议
案，获得高票通过。

这标志着中联重科由工程机械、 农业机
械和环卫机械“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变为工
程机械和农业机械“双轮驱动”。

“原本手里有3张牌，3个都要发展，但在
资源分配不过来时，就要有所取舍。”中联重
科董事长詹纯新认为，“三张牌”中，工程机械
是基础、优势所在；农业机械处于培育期，盈
利能力和市场都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环卫机械， 后续发展要从设备生产商向
运营商转变， 这不是中联重科的强项，“交给
专业团队做专业的事，更好。”

工程机械行业刚刚度过5年深度调整期，
中联重科在市场颠簸中经受摔打， 发展方向
更加明确。“聚焦工程机械，培育农业机械，做
大做强这两个板块。”中联重科董事会秘书申
柯介绍。

今年5月底至8月初， 中联重科股票走出
一波上涨行情， 区间涨幅超过15%；H股也在
出售资产消息发布次日一度上涨8%。

显然，这一资产调整，得到市场认可。

握指成拳，集中发力。中联重科核心业
务板块的优势，在行业回暖的带动下，迅速
突显。

12月2日， 记者来到中联重科麓谷工业
园，只见混凝土机械装配车间一片繁忙。“市
场需求旺盛，今年满负荷开工，产品仍是供
不应求。” 中联重科中央研究院院长助理任
会礼说。

荩荩（下转3版）

做全球工程机械行业“领舞者”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曹娴）来自
湖南省环境质量发布平台的数据显示，4
日19时，长沙的AQI指数（空气污染指数）
高达233，为重度污染。省生态环境保护委
员会办公室今天向长株潭3市及省直有关
部门发函， 要求迅速启动大气污染防治突
发期特别措施。

至4日19时，全省14个市州中，长沙、
岳阳、湘潭3市空气质量为重度污染，益阳
为中度污染，衡阳、娄底、永州、邵阳、常德、
株洲等市为轻度污染。 长沙的空气质量在
499个城市中位居477位。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预报， 受弱冷空气
传输影响，4日晚至5日白天， 全省以东北
风为主，污染高空传输有利，但地面风力较
小，且全省无降水，扩散条件极为不利， 长
沙、湘潭、株洲3城市自4日晚开始污染物

浓度将缓慢抬升。根据省、市级环保和气象
台会商，预计5日长沙、湘潭日AQI为230至
270，为重度污染，短时出现严重污染，小
时AQI最高340左右；株洲中度污染。5日下
午至晚间，污染慢慢减退。6日长沙、湘潭轻
度到中度污染，株洲轻度污染。

根据《2017年度长株潭大气污染防
治特护期实施方案》，出现下列三种情况
之一 ——长株潭三市任意一市空气质
量预测将达到重度污染（预测AQI日均
值>200）；京津冀地区、河南、湖北等省已
经发出橙色及以上预警； 长株潭三市空气
质量为中度污染（150<AQI指数<200），但
位列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倒数10位之列。尽
管尚未达到启动应急预案条件， 但已进入
重污染天气突发期。

荩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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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召
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分析研判当前经
济发展面临的形势， 讨论明年经济工作的主
要目标和工作举措。杜家毫强调，要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认清发展趋势，保持战略定力，突
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确保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为明年经济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定
坚实基础。

省领导许达哲、李微微、乌兰、陈向群、傅
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谢建辉、
黄跃进、韩永文等参加会议。

会上， 省政府党组汇报了今年经济运行
形势和明年工作打算； 与会省领导和省直有
关单位作了发言， 结合湖南实际和当前经济
形势提出了对策建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聚焦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等系列
重要指示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和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经济保持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稳中趋优、转型升级的
发展态势。要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成绩，

兢兢业业做好年终盘点，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
任务。

会议指出，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
离开经济的政治。 明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做好明年经济工作，
首先要提高政治站位。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
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经济工作的重要论述， 紧扣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 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
盾变化的新特点， 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新发展理念为指挥棒，以新常态为经
济发展大逻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努力实现更有质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会议强调，要认清发展趋势。充分认识到
我国经济发展基本面长期向好， 充分认识到
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充分认
识到我省“一带一部”区位优势正不断凸显，
经济发展稳的基础在巩固、进的动能在增强，
进一步坚定信心、鼓足干劲、追赶标兵，奋力
走在中部崛起的前列。

会议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全面贯彻落
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 坚定不移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围绕“三个着力”“四大

体系”“五大基地”工作抓手，以及“四大创新”
“五大开放行动”和“芙蓉人才计划”，找到本
地区本单位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精准发力、
久久为功。要继续推进三个“百千万”工程，扎
实推进“两供两治”建设，加快传统优势产业
提质升级，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要毫不
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
分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会议强调，要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 在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精准脱
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的同时，将明年确
定为“产业项目建设年”，大力实施100个重大
产业项目、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00个重
大产品创新项目，引进100个500强企业、100
位科技创新人才， 在全省上下大力营造抓项
目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加快转型升级的浓
厚氛围， 真正把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落实
到一个个具体项目上，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

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质量第
一、安全至上、创新为要，着力防范和化解政
府债务风险，持之以恒抓园区、抓产业、抓项
目、抓企业，加快“走出去”“引进来”，不断深
化“放管服”改革，切实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在
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

专题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王芳香）记者今天从省河长办获悉，省委副书
记、省长、省总河长许达哲日前签署第2号总
河长令，要求全省各地立即开展专项行动，全
面清理整顿全省河道水域长期停泊不用、无
人管理的船舶（即“僵尸船”），确保河道水域
防洪、航运、生态安全，清除安全和污染隐患。

第2号总河长令指出，“僵尸船”清理整治

按照“政府主导、交通牵头、部门配合”的工作
机制，由地方政府负责，交通海事部门牵头，
环保、水利、农业渔政等部门配合协同推进。

第2号总河长令要求，各地对辖区内“僵
尸船” 进行全面摸底调查， 掌握长期停靠不
用、无人管理船舶的所有人、船舶基本情况、
停靠地点等基本信息，建立辖区内“僵尸船”
档案。 情况摸底完成后， 由地方政府通过电

台、广播、报纸等媒介发布通告，督促船主主
动认领，自行驶离，妥善安全处置。对于无人
认领或逾期未驶离的船舶， 由地方政府组织
交通海事、环保、水利、农业渔政等相关部门
依法妥善处置。各地要确保在2018年3月31日
前完成“僵尸船”清理整治任务。

第2号总河长令强调，交通海事部门应划
定并公布汛期船舶安全停泊水域。每年3月底
前，由地方政府组织交通海事、环保、水利、农
业渔政等部门开展河道船舶巡查检查工作，
排查影响防洪和航运安全的船舶， 对船主进
行安全教育，确保汛期船舶安全停泊，遇大洪
水不发生船舶失控、漂移。遇重大汛情，交通
海事部门应加强辖区内停泊船舶的安全警
示，督促船主采取安全措施，确保不发生船舶
冲撞桥梁、闸坝等拦河建筑物的事件。

许达哲签署第2号总河长令

2018年3月31日前
完成“僵尸船”清理整治

� � � �历经5年深度调整， 工程机械行业今年全面回暖，
中联重科对产业进行战略性调整，聚焦工程机械，培育
农业机械，打造工程机械优势板块集群———

文化部推进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和企业发展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杜家毫许达哲与雒树刚座谈

长株潭启动大气污染防治突发期特别措施
预计5日长沙、湘潭为重度污染，5日下午至晚间污染减退

� � � �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孙敏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营养剂、
清醒剂。 日前，记者了解到，由中共湖南省
委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湖南历
史第三卷（1978-2002）》由湖南人民出版
社正式出版发行。

该书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重点突出湖南地方
特色， 按照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
体例， 全面记述和深入总结了1978-2002
年间历届湖南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艰辛历程、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经验启示。
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历届湖南省委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在抢抓机
遇中积极作为，在应对挑战中开拓奋进，在
攻坚克难中砥砺前行， 取得了跨越发展的
辉煌成就， 三湘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
史巨变。 该书结构科学合理， 史料丰富翔
实，史论客观公正，是一部全面精准地反映
湖南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 主流和本
质的权威党史著作。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庄超介绍说，该
书的出版发行对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奋力开启新征程、加快建设
新湖南， 续写湖南党组织光辉历史的新篇
章，将起到重要的借鉴启迪作用。

《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第三卷》
出版发行

中联重科：聚焦主业再出发
■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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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5月25日，中联重科3200吨履带式起重机正在吊装“华龙一号”穹顶。（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曹娴）近
日， 塞拉利昂弗里敦伊丽莎白二世港改扩
建工程开工仪式， 在湘潭九华泰富重装产
业园区举行。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伊丽莎白二世
港口是该国主要港口， 年吞吐量约150万
吨。此次改扩建工程包含新建3个5万吨集装
箱泊位、1个5万吨滚装泊位， 以提升港口作
业水平。

在2015年12月举行的中非合作论坛
上， 泰富重装集团与塞拉利昂共和国政府
签署合作协议，签约涉及金额7.08亿美元。
据介绍， 目前该项目已完成国内外所有的
审批工作， 项目前期工程勘测设计工作已
经全面铺开， 泰富重装确保该项目能按质

按量完成。
开工仪式上， 塞拉利昂共和国总统办

公厅主任赛杜·康顿·西塞转达了科罗马总
统的问候。他表示，科罗马总统非常重视此
次合作， 相信此次合作能够为塞拉利昂带
来更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塞拉利昂共和国
国家港口发展有限公司与泰富重装集团有
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约定将
在塞拉利昂开展更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
与合作。

泰富重装集团董事长张勇表示， 这是
泰富重装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重大
成果， 后续泰富还将加强与塞拉利昂政府
的合作， 积极参与当地铁矿石深海港和工
业园项目等基础设施建设。

泰富重装塞拉利昂港口项目开工
签约金额7.08亿美元，双方将在基础设施建设等更多领域开展合作

金色大道
12月4日，长沙市

芙蓉中路两旁的银
杏树叶全部变成了
金黄色，把道路装扮
得如同金色大道，行
走其中，颇有“人在
画中游”的意境。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