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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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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民融合发展
委员会主任习近平10月15日主持召开中央
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发表重要
讲话。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展
法治建设的意见》。习近平强调，强化责任担
当，狠抓贯彻落实，提高法治化水平，深化体
制改革，推动科技协同创新，加快推动军民融
合深度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军民融合发
展委员会副主任王沪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以来， 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顶层设计，
全面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实践，各项工作取得
新进展。

会议强调，要抓好《关于加强军民融合发
展法治建设的意见》 贯彻实施， 完善法律制
度，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立法，尽快实现重点领
域立法全覆盖。要提高立法质量，立改废释并
重，及时修改、废止不适应实践需要的法规文

件，增强法律制度时效性、协调性、可操作性。
要完善制度机制，确保在法律范围内想问题、
作决策、办事情。要大幅度精简审批事项，降
低准入门槛，降低制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产
力。要坚持依法决策，确保决策科学、程序正
当、责任明确。

会议指出，要加快职能转变，降低准入门
槛，优化付款、退税、资质办理等流程，降低制
度性成本，释放社会生产力。对需要公众参与
的事项，要依法有序公开。要营造公平环境，
推行竞争性采购， 引导国有军工企业有序开
放，提高民口民营企业参与竞争的比例。要按
照规则公平的要求，完善投资、税收、评标等
方面的政策， 把权利保护贯穿于军民融合发
展立法、决策、执法、司法各环节，有效维护各
类主体合法权益。

会议强调， 战略性重大工程是推动科技
创新的有效途径。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立足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以工程建设为牵
引，集中优势力量协同攻关，早日取得突破。
要扩大国产技术和产品规模化应用， 更多立
足国产产品开展研制， 在使用中不断迭代优

化，进而带动国家整体创新实力提升。要提高
工程建设效益，统筹配置资源，努力实现整体
性能最优、综合效益最大。

会议要求，要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
大事的政治优势， 统一协调相关重大工程、
重大计划、重大项目，统一调动所需的人、
财、物等创新资源，形成整体合力。各有关
部门和地区要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发扬钉钉子精神，实干苦干，不断取
得军民融合发展新成效。 要加快工作机构
建设，尽快实现机构到位、职能到位、人员到
位，加强干部队伍建设。要敢于啃硬骨头，积
极开展创新实践。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抓军
民融合发展任务落实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自
觉在大局下把方向、定政策、抓落实，勇于革
故鼎新，坚持埋头苦干，不断开创军民融合深
度发展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军委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值此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之际，
我代表党中央，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全
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

西藏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坚持立德树
人，为党和人民、为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培
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 。
西藏民族大学60年来取得的成绩，是在党
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展、 西藏
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生动体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望你们全面
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紧围绕培养什么

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
本问题，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贯彻党的民族政
策和宗教政策， 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团
结，全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习近平
2018年10月15日

（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新华社北京 10月 1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5日致信祝贺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
向全校广大师生员工和校友致以热烈的祝
贺。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西藏民族大学建
校以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
方向，坚持立德树人，为党和人民、为西藏各
项事业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干部和专业
技术人才。 西藏民族大学60年来取得的成
绩， 是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 西藏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的生动体
现。

习近平强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希
望你们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培养
什么样的人、怎么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
根本问题，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提高教育教学水平，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和宗教政策，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全
面推进学校各项工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推
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西藏民族大学坐落在陕西咸阳，前身为
1957年中央指示创办、1958年开学的“西藏
公学”， 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在祖国内
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

民族魂 奋斗曲
———时代脊梁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刘银艳
何金燕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 记者今天从
省人社厅了解到， 为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
管， 规范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维护公平、规
范、竞争有序的就业环境，降低人力资源配
置成本， 我省定于10月10日至11月30日在
全省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
序专项行动（简称“专项整治”）。

日前，省人社厅印发了《全省清理整顿
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简
称《工作方案》），对人力资源市场的人力资
源服务机构、劳务派遣单位、从事职业中介

活动的组织和个人进行专项整治。
通过专项行动，取缔各类非法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和劳务派遣单位，依法严惩以职业
中介或劳务派遣名义谋取非法利益等严重
违法行为；整顿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职业中介
行为、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行为；严禁政
府部门及其所属工作人员在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或劳务派遣单位参股。进一步规范人力
资源市场主体收费行为， 完善监管制度体
系，为促进劳动者就业、用人单位依法用工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符晓鸣） 今天，2018全国森林城市建
设座谈会在深圳市召开， 会上宣布了2018
年国家森林城市称号批准决定。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成为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中第一个荣获“国家森林城市”称号的城市。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拥有神奇的山
水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浓郁的民族风情、
丰富的物产资源。该州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
扶贫重要思想的首倡地，是武陵山片区区域
发展与扶贫攻坚先行先试地区，是长江经济
带重要生态屏障，也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
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指导和支持

下，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切实践行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走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之路，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率
先争创国家森林城市，40个创建指标全部
达到或超过验收标准。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欧阳静子）长沙海关今天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前三季度，湖南省进出口总值2076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1%。对“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出口增幅超过同期全省进出口增
幅17.6个百分点，消费品进口增长近一倍。

据统计，1至9月， 全省出口1303.4亿元，
增长23.1%， 进口772.6亿元， 增长28.5%，香

港、美国、欧盟、东盟为主要贸易伙伴。
机电产品为主要进出口产品， 湖南省出

口机电产品570.1亿元，占同期全省出口总值
的43.7%； 进口机电产品332.8亿元， 增长
24.5%，占同期全省进口总值的43.1%。

随着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的不断

深化，前三季度，湖南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总额535.6亿元，增长42.7%，增幅超
过同期湖南省进出口增幅17.6个百分点。省内
消费品市场需求活跃， 前三季度进口消费品
63.4亿元，增长96%。其中，进口肉类18.9亿元，
增长79.5%；进口水海产品4.8亿元，增长6.7倍。

� � �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强调

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贯彻落实
加快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王沪宁韩正出席

习近平致信祝贺
西藏民族大学建校60周年

贺 信

自治州正式获批“国家森林城市”
在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中首获此殊荣

专项整治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取缔各类非法职业中介和劳务派遣单位唱响经典 讴歌时代

10月15日晚，演员在表演女声合唱《小路》。当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演艺集团主办的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歌曲合唱音乐会
在湖南音乐厅举行，通过演绎《龙的传人》《怀念战友》《沁园春·长沙》等经典曲目，歌唱伟大祖国，讴歌奋进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卜孟平 摄影报道

前三季度全省进出口
同比增长25.1%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四成多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10月10日，一阵秋雨过后，窗外的风显
得格外阴寒。凌晨4时，湘潭大学东坡村9栋
3单元1楼的灯，像往常一样亮着。

一点燕麦片，一杯牛奶，一个鸡蛋，95
岁哲学系退休教师沧南吃完早餐后，径直坐
在了书桌前。这位已经在毛泽东思想研究领
域潜心探索了40年的老教授， 依然像个初
学者一样，一手捧着《毛泽东方法学》，一手
拿着放大镜，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974年， 湘潭大学恢复立校。1977年，
53岁的沧南响应党中央号召， 毅然放弃原
来优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湘潭，支援
湘大建设。

“学校里没有图书馆、没有教室、没有教
职员工宿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灯。”沧老
说。可即便是头顶蓝天、脚踩黄土，睡农家、
点油灯，边劳动建校、边教学科研，沧南与其
他600多名初创者一起，在贫瘠的荒山土坡
上，硬是肩挑背扛建起了一座大学城。

时钟转到了2018年10月10日上午7时
许，沧老起身，披上一件灰色外套，拿起放在
门口的拐杖，出了门。虽患有腿疾，步履蹒
跚，可满眼的青翠樟树，鼻尖的桂花溢香，耳

际的琅琅书声，仍让他兴奋不已：“这里的一
花一草，一砖一瓦，都倍感亲切。红色血脉将
会在这里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1978年， 刚到湘潭大学任教不久的沧
南就建议哲学专业招收毛泽东哲学思想研
究生和建立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室，校党委
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沧南的推动下， 学校
1979年开始招生，1981年成立哲学系，由此
开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广阔天地：

他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现代化视野
中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等多篇著作，撰写《实
事求是，是一个多侧面的理论体系》等百余
篇论文。其中，《毛泽东方法学》一经面世便
获得良好的学界反响，被认为是“一个重要
的成果”。2004年， 湘潭大学成立毛泽东思
想研究中心。如今，该校已成为全国毛泽东
思想研究“重镇”。

黑发积霜织日月， 粉笔无言写春秋。在
长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沧南还培养了彭
国甫、廖小平、刘国华等一大批优秀人才，其
中很多已成为毛泽东思想研究领域的知名
专家。

“爷爷，早上好！”10日早上沧南行至秀
山时，他的思绪被一声清脆的招呼声打断。

荩荩（下转3版）

黑发积霜织日月
粉笔无言写春秋

———访湘潭大学95岁退休教师沧南

———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李氏四兄妹的瑶乡情

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
培育湖南经济腾飞新动力

解除家长的“三点半烦恼”
■社情民意

■理论·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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