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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孟强）今天，省统计局
发布数据，10月份全省实现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1553.59亿元， 同比增
长10%，各类商品零售额排行以及零
售增速排行显示，我省居民消费升级
趋势明显。

10月份， 我省纳入统计的各类
商品全部实现零售额增长，从零售额
排行看，以汽车类、家用电器类等为
主的交通电器设备类商品实现零售
额最高，达187.37亿元；粮油食品、饮
料、服装鞋帽等基本生活类商品零售
额排名其后，为113.38亿元。

从商品零售额增速看， 我省居
民在出行、 居住类商品的消费正迅
猛增长。10月份，交通电器设备类商
品的热销带动全省石油及制品类商
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7.2%，增速居各
类商品之首；同期，包含建筑及装潢
材料、 家具等在内的居住类商品零
售额同比增长13.5%，达到今年以来
的次高水平。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于振宇 ）11月22日至24日， 全国
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
郑建邦来湘考察。

在湘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前往住
地看望了郑建邦一行。

在湘期间， 郑建邦一行前往石
门县夹山镇， 在郑洞国将军墓前敬
献了花圈，进行了悼念与缅怀；还前
往夹山镇完全小学和石门一中，出
席了郑洞国教育基金园丁奖和助学
金颁发仪式。

郑建邦说， 郑洞国将军是一位
爱国军人，在青年时代就走出大山，
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在他的军旅
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打倒列强、铲除
军阀，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与日本
侵略者浴血奋战， 作出了一个当时
的中国军人应当为祖国作出的贡
献。作为一个爱国民主人士、作为一
个民革的前辈， 他用自己一生的行
动做到了以爱国始、以爱国终，是我
们民主党派后辈同志的楷模。 郑洞
国将军一直希望自己的家乡、人民、

子弟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为此，他
本人直接参与创建了石门一中的前
身“湖南私立九澧中学”。郑洞国教
育基金会的成立， 就是为了继承将
军热爱家乡、 造福桑梓和尊师重教
的遗愿。 少年时代的周恩来总理曾
发誓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今
天，我们国家距离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只有数步之遥。希
望受资助的同学们能够以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为己任，努力
学习，心怀天下，为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读书。

据了解， 郑洞国教育基金会于
2008年4月在湖南发起设立， 通过
接受热心公益事业的组织或个人捐
赠等方式筹措教育基金，参与教育扶
助工作。此次捐助活动，资助了20名
夹山镇完全小学的学生，以及石门一
中的10名教师和121名学生。

此外， 郑建邦一行还出席了民
革党员之家的揭幕活动。

副省长、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报
翔， 省政协原副主席刘晓参与或陪
同考察。

湖南日报11月 24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上午，湖南省纪念
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
长沙举行，深切缅怀刘少奇同志为党
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 追忆学习
刘少奇同志的崇高风范和革命精
神，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为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省委书记
杜家毫出席座谈会并发表讲话，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持座谈会，
刘少奇同志亲属代表、 全国人大财
经委副主任委员刘源出席。

全体省委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刘少奇
同志主要亲属代表及部分革命元勋
后代；省直有关单位、长沙市、宁乡市
主要负责同志及社会各界代表出席。

杜家毫首先代表中共湖南省委
和全省人民向刘少奇同志表示深切怀
念和崇高敬意， 并深情回顾了刘少奇
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无私奉献的
光辉一生。他说，刘少奇同志是伟大
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
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党和国家主要

领导人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元勋， 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的重要成员。刘少奇同志的一生，是
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为党和
人民无私奉献的一生。 刘少奇同志
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湖南人民的
杰出代表， 是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
中国革命先驱者， 是值得我们永远
尊敬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 是值
得我们永远铭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道路探索者， 是值得我们永远学
习的优秀共产党员。他的光辉业绩、
崇高风范、高尚品德，永远铭记在全
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心中， 他的
名字永垂史册。

杜家毫说，在中共中央举行的纪
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上，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回顾了刘少奇
同志伟大、光荣的一生，高度评价了
刘少奇同志的丰功伟绩，号召全党全
国人民学习刘少奇同志的崇高品德
和精神风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对于指导我们党把刘少奇同志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伟
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新时代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大
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切

实抓好贯彻落实。
杜家毫说， 我们纪念刘少奇同

志，就是要学习他胸怀理想、矢志不
渝的进取精神，永葆以天下为己任的
奋斗初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
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永远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学
习他坚持真理、 修正错误的执着精
神，永葆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坚持
一切从实际出发，科学把握省情实际
和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认真贯彻落实
新发展理念，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 扎实做好湖南的各项工
作，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学习他心
系群众、为了群众的公仆精神，永葆
执政为民的爱民情怀，始终坚持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
斗目标，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心连心，不断把为人民造福的伟大事
业推向前进；学习他襟怀坦荡、光明
磊落的无私精神，永葆共产党人的赤
诚本色，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坚决落实“两个维护”，
不断加强党性修养， 始终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廉洁自律，一心为公，老
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

杜家毫最后说，纪念是为了更好
地出发，发展是最好的传承。当前，全
省人民正昂首阔步迈向新时代，开启
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让我们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
下，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为加快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讲话
全文见2版）

座谈会上，刘源，省委常委、长沙
市委书记胡衡华和省委党史研究室、
宁乡市的主要负责同志发言，深情追
思了刘少奇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
风范，表达了家乡人民对刘少奇同志
的无限敬仰和深切怀念之情。

座谈会开始前，全体与会人员还
前往宁乡市花明楼镇，向刘少奇同志
铜像敬献花篮，并瞻仰了刘少奇同志
纪念馆。

缅怀不朽功勋 弘扬革命精神 开启湖南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我省举行纪念刘少奇同志
诞辰120周年座谈会

杜家毫发表讲话 许达哲主持 刘源出席

郑建邦来湘考察时寄语学子

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读书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沙兆华）11月22日至24日，全国人大
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昌智来湘考察。

考察期间，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 副省长吴桂英看望
陈昌智一行， 老同志肖雅瑜陪同出
席相关活动。

23日，第三届全国民族地区投
资贸易洽谈会暨2018全国民族地
区发展大会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 陈昌智在开幕式上致辞， 他表
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民族地
区、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的发展。党
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让贫困人口和
贫困地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全面
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的庄严承诺，打赢
脱贫攻坚战需要全社会力量共同参
与，此次贸易洽谈会将实现民族地区
与发达地区、 海外市场项目对接、交
流合作， 助力民族地区实现精准脱

贫，他希望有更多社会力量加入到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和民族地区经
济发展的行列中来，为实现民族地区
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24日，第二届中国中部城市运
营高峰论坛在长沙举行， 陈昌智出
席论坛开幕式并致辞，他指出，城市
是人类社会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
志。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历了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
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重要主
战场，赢得了城市，就赢得了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 城镇化是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要以五大发展
理念为指引，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
更加注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 更加注重环境、 历史文脉的相
传， 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
活需求， 让未来中国城市成为人民
幸福生活的人文家园、 产业蓬勃发
展的经济中心、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的绿色生态园林。

陈昌智来湘考察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刘军）今天，第二届
中国中部城市运营高峰论坛在长沙
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新城市·新动
能———提升城市价值， 释放未来生
命力”这一主题，就城市产城融合、
新旧动能转换、 城市运营商转型升
级等话题，发表真知灼见，为我国新
型城镇化建设及中部城市崛起献计
献策。 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陈昌智出席并致辞。

“未来的中国城市，应成为人民
幸福生活的人文家园， 产业蓬勃发
展的经济中心，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

的绿色生态园林。”陈昌智在致辞时
表示，要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人的
城镇化为核心，遵循科学规律，加强
顶层设计，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大
胆创新， 促进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
持续健康发展。

论坛上， 与会嘉宾从各个角度
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城镇化建设战略
转型方向及发展前景、中部城市的发
展机遇、特色小镇对城乡融合的推动
作用等；并提出将创新力量引入到城
市运营中来，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城市建设与运营。 荩荩（下转3版②）

为新型城镇化及中部城市崛起贡献智慧

第二届中国中部城市运营
高峰论坛举行
陈昌智出席并致辞

湖南居民消费
升级趋势明显

10月我省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0%

向祖文

新时代呼唤新担当，新时代需要
新作为。近日，省委办公厅印发《关于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的实施意见》， 这是深入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激励广大干部
担当作为、干事创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以高度的政治
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采取有力措施
抓好《实施意见》的贯彻落实，把中央
和省委对干部的关心关怀落到实处。

选人用人是风向标。大胆起用担
当者， 敢于担当作为才会蔚然成风。
贯彻落实《实施意见》，就要坚持好干
部标准，用好“担当标尺”，把敢不敢
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
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

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
少事、干的事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
干部的根本依据， 大力选拔敢于负
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
干部。对那些在“三大攻坚战”、重大
项目、重要工作推进中表现突出的干
部，优先考虑提拔使用；对那些因敢
抓敢管、 敢闯敢试而遭遇挫折失败、
受到非议的干部，要全面历史辩证看
待，公平公正对待，确实表现优秀的
要大胆使用，鲜明树立起“有为才有
位 ”的用人标杆 ，决不让 “吃苦者吃
亏、流汗者流泪”。

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错误，才能为担当者系上“安全带”，
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贯彻落实《实
施意见》，就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三个区分开来”的重要指示精神，科
学“界错”、提前“防错”、合理“容错”、

及时“纠错”，对干部的失误错误进行
综合分析，合理把握容错的界限和情
形，对该容的大胆容错，不该容的坚
决不容。要坚持“谁负责问责、谁考虑
容错” ， 建立干部容错纠错会商制
度,在启动问责程序或责任调查过程
中， 同步考虑容错纠错的条件和情
形。要坚持有错必纠、有过必改，对苗
头性、 倾向性问题早发现早纠正，对
失误错误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帮助干
部汲取教训 、改进提高，让他们放下
包袱、轻装上阵。要建立举报线索快速
核查和综合研判机制， 对经调查核实
确属诽谤、诬告陷害的，受理举报、信
访的机关（部门）应及时在一定范围内
反馈情况、消除影响，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
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让他们
吃下定心丸，干得开心拼得安心。

严管和厚爱是 “一个硬币的两
面”，激励干部担当作为，两者需同向
发力。贯彻落实《实施意见》，就要对
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从思想上
关怀激励、工作上支持帮助、心理上
疏导解压，给担当作为者“兜底”，为
担当作为者“加油”。要健全待遇激励
保障体系，积极推进公务员职务与职
级并行制度，完善符合市县乡工作实
际的公务用车保障机制，健全异地交
流任职挂职干部住房、交通保障等政
策，设立干部关爱专项资金，改善基
层干部工作生活条件，对干部在法定
工作日之外加班、值班的，按照有关
规定安排工作餐并予以调休。真正把
组织的关怀传递到广大干部特别是
基层干部心坎上，让“辛苦”的干部不
“心苦”，激励干部心无旁骛、义无返
顾地撸起袖子加油干。

旗帜鲜明为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

� � � �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黄圣平）从2018年
5月1日起， 我省将2016年出台的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五
次修正）》中新增加的60天产假，纳
入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发放范围。这
一生育津贴新政的实施， 意味着原

来由参保单位支付的新增60天产
假相关待遇， 改为由生育保险基金
来支付，参保单位负担明显减轻。记
者今天从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根
据2017年基金收支情况测算，这一
举措每年可为参保单位降低用工成
本超过6亿元。 荩荩（下转3版③）

激发广大干部
担当作为的强大动力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同志就《实施意见》答记者问

生育津贴新政
每年为参保单位减负超6亿元
省本级人均社会化发放生育待遇可达25285元

3版

导读

贫困群众住进“小洋楼”
11月22日，鸟瞰龙山县里耶镇大板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区。近年，该县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确保受安置

群众“对象准”“搬得出”“住得进”“住得稳”。3年来，全县已完成搬迁安置群众8990人，占总任务的73.4%。
曾祥辉 沈世旺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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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点

独特韵味掀起“湖南热”
———湖南文化走进美洲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