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四上”单位家底厚
有资质的建筑业单位增长最快

“文化长沙”系列全面展示长沙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魅力、活力。

初心未与年俱老
本报推出创刊70周年纪念特刊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周闯） 今天，省市场监管局公布了
我省上半年发明专利情况。上半年，全省有
效发明专利43765件，同比增长16.07%。其
中， 有专利申请的企业达3779家，企业创
新意识不断增强；PCT（注：专利合作协定
的英文简写）国际专利申请量大幅增长，同
比增长62%。

上半年，全省专利申请量达44915件，
有效发明专利为43765件， 每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6.34件。其中，有专利申请的企
业数量与去年同期相比， 新增2756家。发
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三的企业是中国铁建
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网湖南省电力
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 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三的企业为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
限公司。

荩荩（下转5版①）

企业创新意识增强 国际专利申请大增

全省有效发明专利增长快
上半年发明专利授权量排名前三为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

� � � �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田拥军）今天，省发改委组织召开
的全省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作推进电视电
话会议透露， 全省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
到99.8%，综合电压合格率达99.8%，将在
今年底实现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2千伏安
的“十三五”目标。

根据国务院工作部署， 全国各省份要
提前1年，即在今年底前，完成“十三五”新

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即，农村电网供电
可靠率达到99.8%， 综合电压合格率达到
97.9%，户均配变容量不低于2千伏安。

截至今年6月，全省农村电网供电可靠
率达到99.8%、 综合电压合格率达99.8%，
均已完成年底任务目标； 户均配变容量为
1.92千伏安，将在年底前完成不低于2千伏
安的目标。

荩荩（下转5版②）

���������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有保障
全省年底完成“十三五”新一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

� � � � 新湖南客户端8月14日讯（记者 秦慧英）
作为现场“目击者”，你可以随时随地向“新湖
南”上传短视频，成为“新湖南”“特约记者”！
机器人与记者同台写稿，谁更好看？8月15日，
新湖南客户端上线4周年，突出智能化、视频

化的8.0版本迭代上线， 力争为用户呈现一个
体验感更好的“新湖南”。

无视频，不移动。短视频越来越受到用户
青睐，8.0版全新推出了“目击者”板块———“新
湖南”短视频PGC+UGC互动社区。通过“目

击者”，用户可实现随时随地拍摄上传短视
频/图片+编辑定义话题+用户点赞、 跟评“盖
楼”。如果你是重要突发事件的见证者，别忘了
第一时间将视频或图片新闻上传到“目击者”。

音频与视频相辅相成，8.0版新湖南将推
出音频新闻。清晨，唤醒你的除了梦想，还有
“早安湖南”； 深夜， 抚慰灵魂的除了深夜食
堂，还有“晚安湖南”。音频新闻上线，让你在
更多的场景下能听新湖南。

荩荩（下转5版③）

新湖南8.0全新上线，推出“目击者”板块

欢迎随时随地上传新闻短视频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第二
十三次集体学习，对照党章党规找差距，并以
“改作风、勇担当，带头真抓实干”为主题进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三次学习
研讨交流。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并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作交流发言，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
谢建辉、张剑飞、李殿勋、刘莲玉等出席或作
交流发言。

会上，大家紧扣学习研讨主题、结合工作
实际，谈学习体会、找自身差距、明整改措施、
话工作打算。大家表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
最终要落脚到抓落实上来。 我们要进一步增
强边学边查边改的紧迫感责任感和贯彻落实
党的创新理论的自觉性坚定性， 以带头真抓
实干的作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加快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杜家毫指出， 抓落实既是党的思想路线
和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 也是践行初心使命
的必然指向。反对高谈阔论、强调真抓实干、
注重狠抓落实， 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
统。回顾党的历史，我们取得的所有成就，都
是干出来的；进入新时代，我们党要担负起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使命，关键还是抓落实。要把改作风、勇担当
落脚到抓落实上来， 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人民群众急需急盼的事情抓落实， 真正把初
心使命变成党员干部锐意进取、 开拓创新的
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

杜家毫指出，抓落实既是攻坚克难、解决
问题的过程，也是改造主观世界、客观世界的
统一。要从思想根源上找差距、明方向，真正
解决好“入党为了什么、当干部为了什么”的
问题，提高抓落实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自觉。
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 推进新型
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和扩大就业、发展县域
经济等当前重点工作和突出问题聚焦发力，
知难而进、迎难而上，努力在克服困难、化解
矛盾、解决问题中抓落实、担职责、促发展、
出实绩。

杜家毫强调，抓落实既反映政绩观，也反
映方法论。要提高站位抓落实，善于从政治上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要把握重心抓落实，坚
持从为党尽责、为民造福出发，把抓落实的重
心放在基层一线、放在为民服务解难题上，努
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增强本领抓落实，
既不能抓而不紧，又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
要拿出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在“精细
化”“精准度”上下功夫，做到真抓实干、精准
精细。要久久为功抓落实，保持战略定力，看
准了的事就一以贯之抓下去，做到目标不变、
导向不变、精神状态不变、工作力度不变，一
任接着一任干、不达目的不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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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湖南日报》创刊70周年纪念
日，本报推出《初心未与年俱老———湖南
日报创刊70周年纪念特刊》， 着力展现
《湖南日报》与三湘大地70年共同成长的
风云历程 。特刊共12个版 ，以 “报语 、荣
光、见证、景象、足迹、成长、心声、藏珍”
为关键词，串起一个个历史故事。其中，
既有一代伟人毛泽东3次题写报头的无
上荣光，也有本报从烽火中走来，创刊、
组建、成长的历史钩沉，还有本报融合发
展、蝶变新生的奋进身姿；既有70年来本
报见证历史的动人瞬间， 也有编辑记者
揭秘的新闻背后故事，还有报外作者、书
画名家的殷殷祝福……却顾所来径，苍
苍横翠微。70年，湖南日报从“铅与火”到
“光与电”再到“端与云”，代代相传的是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理想与信念，始
终坚守的是“新闻奔腾不息、记者奋斗不
止”的使命与情怀。今天的湖南日报，初
心未与年俱老，七十初度路犹长。

长岛人歌动地诗
13版—20版

� � � �图为特刊封面截图。

五强溪水电站：
湖南水电建设立丰碑

� � � � 8月14日，黔张常铁路常德市段，中铁三局工作人员正进行线路捣固与稳定作业。该铁路规划线路总长339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目前，铁路
建设接近尾声，将于9月进行联调联试，计划年底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王毅博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8月14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省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7月底，湖南
实有“四上”单位40446家，与去年同期相
比，增加2449家，增长6.4%。

“四上”单位包括规模以上工业、限额
以上批零和住餐业、 资质以上建筑业和房
地产开发经营业、重点服务业。其数量、规
模、结构直接决定一个地区的生产总值、规
模工业增加值、 投资等主要经济指标的总
量和增速。

我省逾4万个“四上”单位中，规模以上

工业单位15796家，占全部“四上”单位的
39.0%； 其他依次为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
单位8683家、 规模以上服务业单位6444
家、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单位4311家、有资
质的建筑业单位3150家、限额以上住宿餐
饮业单位2062家。

从同比增长速度来看， 有资质的建筑
业单位增长最快，增加381家，增长13.8%。
增长较快的还有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业、限
额以上住宿餐饮业， 分别增加986家、226
家，增长12.8%、12.3%。

� � � � 从1952年开始地质勘测到1986年复
工建设，从12万人大移民到1996年电站全
部机组投产发电， 湖南首座120万千瓦大
型水电站———五强溪水电站， 创造了湖南
水电建设的壮举， 在湖南水电建设史上立
起了一座丰碑。从此，湘西的大山深处，有
了一颗璀璨的明珠。

五强溪水电站建成20余年来，大大缓
解了我省电力供应紧张矛盾； 对减少沅江

下游洪灾水患、 保护洞庭湖区“粮仓”安
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同时还兼具航
运、养殖效益。千里沅水变成一条绿色能
源走廊、交通走廊，造福三湘人民！本报今
天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岁月留
痕 大地印记———湖南标志性工程巡礼》
系列报道之《五强溪水电站：湖南水电建设
立丰碑》。

（详见4版）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72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正是颐养天年、
尽享天伦之乐的年龄。宁波市退休教师周秀芳
却选择了远离家乡，在湘西溆浦“千里支教”。

4年多的时间内，在她的带动下，宁波、上
海等地的爱心人士先后在溆浦捐建了19所希
望小学，结对帮扶近400名贫困生，累计捐赠
款物近3500万元， 另有10所希望小学正在筹
建之中。这一连串的数字背后，隐藏着一个个
温暖的故事。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
桐林小学的情景”

“周奶奶来了！”

“周奶奶好！周奶奶好！”
8月9日上午10时许， 当周秀芳出现在溆

浦县北斗溪镇桐林小学校门口，10多位小朋
友立即把她团团围住，有的牵着她的手，有的
拉着她的衣服。 这所平静的山村小学因为她
的到来瞬间热闹起来了。

她个子不高，身穿一件墨绿色上衣，戴着
一副黑框眼镜，一头银色的卷发，脸上挂满了
慈祥的笑容。

周秀芳说，她与溆浦的相遇虽是偶然，但
一踏入这片土地，就感觉到离不开这里了，她
和溆浦从此结下了不解之缘。

2015年春节，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听一位
朋友无意中讲起溆浦县北斗溪镇的教学条件
十分艰苦，不少老师都被吓跑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周秀芳默默地记下
了这件事， 并决心要去看看山里的情况和那
些孩子。过完年后，3月中旬的一天，周秀芳和
她的好友孙绍富来到千里之外的北斗溪镇进
行考察。

当时，她看到一个小山包上的学校，教室
是茅草棚搭建的，四面透风。那天正下着雪，
30多个孩子挤在教室里，小脸冻得发红。孩子
们蜷缩在火盆旁，听一位拄着拐杖、乡音浓厚
的老先生讲课，他是桐林小学唯一的老师。

看到眼前的桐林小学，周秀芳当即决定，
留下来在这里支教。

周秀芳说：“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一次到桐
林小学的情景。”

荩荩（下转2版）

黔张常铁路即将联调联试

千里支教，甘当爱心“搬运工”
———记“支教奶奶”周秀芳（上）

“四个意识”不是空洞的口号

探析上半年湖南正风反腐“三大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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