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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中华全国
青年联合会第十三届委员会全体会议、
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
会 17 日上午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
贺信，代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
烈的祝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
学生、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说，5 年来，在党的
领导下，在共青团帮助指导下，各级青联
和学联组织锐意改革、积极进取，团结广
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中贡献智慧力量、展现青春风采，为
做好党的青年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指出，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团结奋斗，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伟大胜利，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新征程。我国广大青年要坚
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
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
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
的青春之歌。

习近平强调，青联和学联工作是党
的青年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
和支持青联和学联工作，为广大青年和
青年学生增长才干、施展才华创造良好
条件。青联和学联组织要紧跟时代步
伐，把握青年工作特点和规律，深化改革
创新，组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坚
定跟党走、奋进新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出席开幕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

部长陈希在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理孙春兰代表党中央致词。她说，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自觉落实到促进青年
成长发展的实际工作中。希望广大青年
坚定理想信念，发奋成长成才，勇于开拓
创新，锤炼高尚品德，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努
力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
献者，用青春和汗水谱写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美好篇章。

丁薛祥、杨晓渡、郭声琨、黄坤明、尤
权、艾力更·依明巴海、辜胜阻出席会议。

大会开幕会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
第一书记贺军科致词。中国科协书记处
第一书记怀进鹏代表人民团体致词。共
青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十二届全国
青联主席汪鸿雁和二十六届全国学联主
席王圣博，分别代表全国青联十二届委
员会常务委员会和全国学联第二十六届
委员会作工作报告。

开幕会由汪鸿雁主持。会议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设分会场。各省区市党委负责同志和
共青团、教育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全国青
联十三届委员会委员、全国学联二十七
大代表、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代表约
3000人参加开幕会。

这次大会将总结全国青联和全国学
联5年来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5年的工
作任务，修改《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
程》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确定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会徽，选举产生新
一届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领导机构。

习近平致信祝贺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全国学联二十七大召开强调

坚定跟党走 奋进新时代 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值此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第十三
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
会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之际，我代
表党中央，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
贺！向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
向广大海外中华青年致以诚挚的问候！

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在共青团帮
助指导下，各级青联和学联组织锐意改
革、积极进取，团结广大青年和青年学
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贡献智
慧力量、展现青春风采，为做好党的青
年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
我们即将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
胜利，踏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
新征程。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
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

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
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
之歌。

青联和学联工作是党的青年工作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关心和支持青
联和学联工作，为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
增长才干、施展才华创造良好条件。青
联和学联组织要紧跟时代步伐，把握青
年工作特点和规律，深化改革创新，组
织动员广大青年和青年学生坚定跟党
走、奋进新时代，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8月17日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贺 信
湖南日报8月 17日讯（记者 贺

佳 周帙恒）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
到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调
研。他强调，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强省
院合作，进一步释放溢出效应，为湖南
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

省领导张剑飞、隋忠诚参加调研。
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创

建于1978年。多年来，研究所立足湖
南，发挥人才和科研优势，在农村污水
处理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猪健康
养殖、湿地生态修复、重金属污染土壤
安全利用、石漠化治理、优良种质创新
等方面推广应用了一大批先进方法和
技术，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生态效益
和社会效益。

杜家毫先后走进中科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过程重点实验室、畜禽养殖污
染控制与资源化技术国家工程实验
室、动物营养生理与代谢过程湖南省
重点实验室、作物耐逆境分子生态中

心微区试验场，仔细观看展板和实验
室有关设备，并与科研人员亲切交谈，
详细了解该所的研究领域、人才培养、
最新科研成果及其应用等情况，对研
究所长期以来为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特
别是在现代农业、科技创新、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
谢。杜家毫还对研究所把精力和资金
用在配置先进设备、提升人才待遇的
做法予以高度评价。他说，衡量一所
科研机构办得好不好，最根本的还是
看人才、看科技成果。省内科研院所
要认真学习借鉴，更加注重内涵式发
展，真正做到人才留得住、成果出得
来。

调研中，杜家毫说，党的十八大以
来，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绿色发展理念成为新发展理
念，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以
农业为根本、以生态为使命，是生态文
明建设的忠实践行者、推动者。希望
研究所再接再厉，紧紧围绕农业现代

化、生态文明建设等重大战略需求，在
水稻育种、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生态
修复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和原
始创新，与湖南相关职能部门、高校、
科研院所、企业等强强联合，加快科技
成果本地转化，更好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为湖南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
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杜家毫指出，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
态研究所扎根湖南、服务三湘，是中科
院在湘唯一一朵“金花”。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为研究所
在湘开展工作、加快发展创造良好条
件。要以研究所为桥梁和纽带，进一步
加强与中科院的交流合作，把我省在农
业、新材料等领域的优势与中科院的学
科优势、人才优势、科研优势更好地对
接起来，共同打造相关研究院、国家重
点实验室等一批创新平台，培养造就更
多高水平科研人才，着力突破关键核心
技术，推动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落地
见效。

杜家毫在中科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调研时强调

坚持创新引领 加强省院合作 为湖南农业
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8月17日，东安县井头圩镇，大片的稻田一片金黄，与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构成一幅秋季乡村的金色画卷。时下，该县
24.6万亩中稻渐熟，丰收在望。 严洁 蒋云 摄影报道

金色田园 丰收在望

湖南日报8月 17日讯（记者 冒
蕞 刘笑雪）今天下午，省长许达哲主
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学习贯彻7月
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部署

“十四五”规划编制、制止餐饮浪费、支
持湘江新区改革创新、加强新型基础
设施建设等工作。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政治
局会议精神，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
识，把推进攻坚战和打好持久战结合
起来，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用
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打好三
大攻坚战，做好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
障、保就业、安全生产、防汛救灾等工
作，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

“六保”任务，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任务。

会议强调，要突出高质量发展要
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
念，实事求是、遵循规律，着眼长远、统

筹兼顾，开门问策、集思广益，切实抓
紧抓实抓好“十四五”规划这项打基
础、利长远的系统工程，把未来5年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部署得更加周密、安
排得更加到位、谋划得更加科学。

会议指出，要在全社会深入推进
制止餐饮浪费工作，切实培养节俭节
约习惯，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大力
整治浪费之风，坚决抵制生活奢靡、贪
图享乐等不正之风，坚决杜绝花公款
大手大脚现象，大力破除讲排场、比阔
气等陋习，把节俭节约的理念落实到
生产建设各领域、融入社会生活各方
面，使之固化为每个人的行为准则。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支持湘江新
区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在“新”字
上下功夫，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加强改革系统集成，提升关键领域
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
发展，推动全方位高水平对外开放，把

湘江新区打造成为引领全省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引擎。要结合“十四五”规划
编制，建立新区各类规划统筹协调机
制，实现“多规合一”，实行网格化、信
息化和精细化管理。要加大政策支持
力度，在要素保障、项目布局、试点示
范等方面给予重点倾斜。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推进新型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和 产 业 发 展 规 划

（2020-2022年）》。会议强调，要抢抓
政策机遇，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跨界融合化为主线，坚持新老一
体、远近统筹、建用兼顾、政企协同，强
化规划指导，突出项目引领，拓宽智能
应用，抓紧落地实施一批 5G、数据中
心、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支持构建多元化的示范和
应用场景，培育形成一批优势产业和
产业集群。

会议原则同意《全省乡镇污水处
理 设 施 建 设 四 年 行 动 财 政 奖 补 办
法》。会议指出，加快乡镇污水处理设
施建设是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也是稳投
资促增长的重要抓手。要尽快落实财
政奖补办法，明确工作要求，加强资金
管理，强化项目监测，确保按时保质完
成年度建设任务,确保项目建成后尽快
投入正常运行。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十四五”
规划编制等工作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贺威）今
天上午，省委副书记乌兰在湖南分会场出
席全国青联十三届全委会、全国学联二十
七大开幕会。开幕会休会期间，乌兰就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大会发来的贺信
精神作了讲话。她强调，要传承和发扬好
湖南青年运动的光荣传统，组织动员全省
广大青年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不断
开创我省青联、学联事业发展新局面。

乌兰肯定了5年来全省各级青联、学
联组织取得的成绩。她指出，习近平总
书记的贺信精神深刻阐述了新时代青
联、学联工作的时代使命，对当代青年和
青年学生健康成长寄予殷切期望，为推
进新时代青联、学联事业发展提供了根
本遵循。各级共青团和青联、学联组织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作为组织建设
和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广泛持续开展
生动活泼、务实有效的学习交流和社会
实践活动，在青年中迅速掀起学习贯彻
热潮。各位青联委员、学联代表要带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谆谆教诲，坚定理
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
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

乌兰强调，各级青联、学联组织要紧

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扣省委、省
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找准自身能为善为可
为的切入点、着力点，积极组织动员广大青
年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代，在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新征程上汇聚青春力量。

乌兰要求，要锐意改革创新，切实加
强青联、学联组织自身建设，进一步增强
代表性和广泛性，强化代言建言功能，持
之以恒推进从严治会，不断提高引领青
年思想、服务青年成长的专业化、系统
化、科学化水平。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
面落实党管青年原则，积极为广大青年
和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搭建平
台。各级共青团要更好地发挥在青联中
的核心作用和对学联的指导作用，为促
进青联、学联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乌兰就湖南代表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青联
十三届全委会全国学联二十七大开幕会贺信精神强调

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代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黄婷
婷）“半份永州血鸭、一人份米饭，一个
人一顿吃光，不浪费。”今天中午，在长
沙泊富商业广场工作的胡女士准备点
一份午餐外卖，惊喜地发现常点餐的
餐馆推出了半份菜。记者当天浏览外
卖平台发现，为避免餐饮浪费，不少餐
馆在外卖平台上推出“小份菜”“半份
菜”，受到消费者欢迎。

为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厉
行节约新风尚，美团和饿了么两大主
流外卖平台推出“半份菜”“半份饭”，
并发布倡议书，反对餐饮浪费，鼓励按
人定制套餐。

饿了么推出“半份计划”，消费者
购买“公益半份”，节约下来的部分，
由合作企业向贫困儿童捐赠，目前已

有近60万家餐厅在页面上架“公益半
份”。同时，饿了么平台上每卖出一份

“半份餐”，星展银行就会向中国扶贫
基金会的“爱加餐”捐赠1元。

美团则联合中商联等四家协会发
布倡议书，倡议商户在点餐环节履行
提醒义务。在平台鼓励下，不少商户
通过优化菜单，清晰地公示菜品的主
辅配料、口味、分量等信息，避免顾客
因点餐误解与信息误导造成食品浪
费。

中午时分，在长沙山越山华创店，
通过外卖平台点单“半份菜”的客户不
少。记者看到，餐厅在美团外卖平台
的点单页面上，标记了菜品的分量和
口味：半份秋葵炒毛豆约250克，口味
中辣；一杯西瓜汁约500克；面条一份

约 200 克……分量减半，价格也有所
降低，如：一份400克的芹菜炒肚丝售
价48元，半份芹菜炒肚丝则为27元。
店员表示，近一周来，“半份菜”点单量
飙升，很受消费者青睐。

记者看到，长沙一些烤鱼、小龙虾
等菜量偏多的餐厅，也在外卖平台页
面上架了“小份”“半份”，甚至“单人
餐”。“半份菜”价格一般为原分量菜品
价格的一半或比半价略高。

不少消费者对餐厅推“小份”外卖
和“单人餐”表示支持。记者采访过程
中，不少消费者表示，外卖的米饭分量
多，自己在点餐时还会备注“少饭”。
有消费者认为，外卖的起送费和满减
优惠，往往会让人“贪小便宜”凑单，也
会导致吃不完造成浪费的现象。

长沙外卖平台风行“半份菜”
菜单公示菜品分量，一顿吃光避免浪费

湘经评“半份菜”为何受欢迎
金中基

“半份菜”“半份饭”，近日在长沙
一些餐馆或外卖平台推出，颇受消费
者欢迎而风行。

一菜一饭减半卖，为何会一下
“火”了？

原因可想而知。一是习近平总书
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的重要指
示，得到餐饮企业的积极响应，并迅速
开始行动起来。二是广大消费者自觉
参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活动。三
是这种“半份菜”“半份饭”适合“单人
餐”，能避免浪费，节约开支。

胡女士准备点一份午餐外卖，发
现餐饮推出“半份菜”，非常惊喜，因为

“半份永州血鸭、一人份米饭，一个人
一顿吃光，不浪费”。而这种情况，在
过去是不可能的。一份就是一份，没
有半份的，吃不完也得全买下。而且，
价格也有所降低，“半份菜”一般为原
分量菜品价格的一半或比半价略高。
吃得饱，不浪费，又省了钱，当然会得
到消费者的青睐。有的店“半份菜”点
单量飙升，那也是正常不过的事。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句
古诗，相信读过书的人都会记得。可

是，现实生活中，有的人似乎早把它丢
到九霄云外了。你可见一桌桌宴席剩
菜浪费惊人，大快朵颐、胡吃海喝的奢
靡之风时有抬头。拒绝“舌尖上的浪
费”，倡导厉行节约新风尚，是人们的
呼唤、时代的课题。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
缕，恒念物力维艰。”忆起小时候，大人
们的谆谆教诲常常在脑海回响：饭掉到
桌上，要捡起来吃；饭不慎掉落地上，不
能用脚踩，否则会遭天谴。“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党
的十八大以来，开展“光盘行动”，“舌尖
上的浪费”现象有所收敛，特别是公款
大吃大喝行为得到了有效遏制。

在反对浪费的声浪中，餐馆推出
“半份菜”，确实是个不错之举，值得点
赞。

但是，有的地方倡议的点餐“N-
1”，就是说“5个人点4个菜”“10个人点
9 个菜”，似乎过于简单数字化。少点
一个菜或者多点一个菜，并不代表就
节约了。若是大的碗或碟，5个人或许
点3个菜就够了；或者小的碗或碟，要
多点一个或几个才够。总之要以够吃
为标准，以不浪费、不奢靡为原则。否
则，过犹不及。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廖
凌霄）厉行节约，人人有
责。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
今天发出倡议，号召消费
者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拒绝“舌尖上的
浪费”，倡导文明、健康、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
方式。

倡议提出，消费者应
按照科学、健康、节约的原
则，合理安排家庭用餐，科
学饮食，营养搭配，厉行节
约，减少浪费。

外出就餐按需适量点
餐、适量取食，摒弃攀比心
理，不求奢华、不讲排场。主
动使用公勺公筷和分餐制，
坚决践行“光盘行动”，餐后
对剩余菜品主动打包，倡导
文明、节约的用餐风尚。

湖
南
省
消
费
者
委
员
会
发
出
倡
议

拒
绝
﹃
舌
尖
上
的
浪
费
﹄

导 读

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走向胜利
——决战决胜乡村述说

全程支持

“人间仙境”下山来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