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
民。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
周年庆祝大会上强调要真抓实干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刻指出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经
济特区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
聚焦到这个目标上来。

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
革，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
子。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启
示我们：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也是改革开放的初心和使命。40年来，深
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
提高，教育、医疗、住房等实现翻天覆地的
变化，201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25万

元，比1985年增长31.6倍，率先完成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了由解决温饱
到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必须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改革发
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这是
经济特区 40 年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积累
的一条宝贵经验，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
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活过得好不
好，人民群众最有发言权。”今天，我国社
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关系全局的历史性
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断提高。
在新的起点上，经济特区要顺应人民新期
待，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
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
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
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
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
保障。要把提高发展平衡性放在重要位
置，不断推动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构建
优质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建成全覆盖可
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要毫不放松抓好常
态化疫情防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举一
反三补齐公共卫生短板。特别是深圳要着
眼打造民生幸福标杆，率先形成共建共治
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努力实现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
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

改革创新最大的活力蕴藏在基层和
群众中间。经济特区40年改革开放、创新
发展一路走来，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
的，都付出了艰辛努力，都离不开人民群
众的创新创造。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
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经济特区要肩

负起党中央赋予的历史使命，抓住机遇、
应对挑战，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尤须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尊
重人民群众在实践活动中所表达的意愿、
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
作用，不断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经济特区发
展的创新创造活力，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
群众中的创造伟力，团结带领人民开拓事
业发展新局面。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是我们党
执政的最大底气。前进道路上，无论面临
多大挑战和压力，无论付出多大牺牲和代
价，都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
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我们党就一定能
够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航船
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电 载10月
18日《人民日报》）

傅建平
洪范八政，食为政首。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和国家为了解决粮食短缺的历

史难题，始终重视粮食生产，采取措施，

用世界不到 9%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22%

的人口，创造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这

中间，湖南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

地，为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作出了

主要贡献，稻谷产量多年为全国之冠。

如何做好新时代湖南粮食安全工作，为

“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湖南智慧和力量，

我们应扛起责任。

一、为什么要重视粮食安全
粮食安全事关国家安全，也是时代

发展不可回避的热点问题。中国高度重

视这一问题，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7 年聚

焦农业。粮食安全事关全面建成小康和

精准脱贫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实现，事关如何确保后疫情时代国家“十

四五”规划的全面推进，对日益走向世界

舞台中央的中国非常重要。针对当前以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打压的复杂

局势，加上疫情背景下各国粮食生产均

大受影响，国际粮食流通呈大幅萎缩趋

势，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只

能靠自己解决。

粮食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近年来全

球灾害不断，始于东非的蝗虫、持续的非

洲猪瘟、不间断的干旱洪涝灾害等，已对

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粮食生产造成

重大威胁，导致全球粮食供需格局剧烈动

荡，粮食安全保障面临诸多现实隐患，给

我们再次敲响粮食安全的警钟。我们决

不能让曾经遭受过粮食灾难的历史重演。

粮食供求浪费矛盾突出。尽管粮食

生产增产增收消息不断，但粮食产品结

构不合理且优质优价不突出，存在供给

侧结构性矛盾。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市民聚餐讲排场等畸形消费观念导

致粮食浪费触目惊心。有数据统计显

示，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

值高达 2000 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

2 亿多人一年的口粮，大学生每年倒掉

的食物可养活 1000 万人。如何加强对

粮食安全教育的正确引导，建立科学正

确的消费观，是摆在当前的重要课题。

二、如何确保粮食安全
坚持深化对粮食安全从“生产-供

应-消费”各环节的深刻认识，并进行科

学化治理，构筑粮食安全的坚固长城。

强化粮食安全政治责任。面对全

球多重困难叠加的复杂形势，必须从国

家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粮食安全。以沉

甸甸的家国担当扛起粮食安全的重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农村绝对贫困，

是今年必须完成的硬任务。“两不愁三保

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要求和核心

指标，其中“不愁吃”是首要指标。今年

我国确保谷物种植面积稳定在 14.2亿亩

以上，口粮面积稳定在 8 亿亩以上，粮食

产量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多灾之年

粮食和农业能获得丰收，是多方力量同

向发力的结果。我们必须把“粮食丰收”

这一成果作为一种追求的常态，为脱贫

攻坚、全面小康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深化粮食安全教育。在积极贯

彻“全方位、全过程、全员”的“三全育人”

机制和模式中，对大中小学生的思政教

育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将爱国与身边

实践活动挂钩，铭记苦难中国历史，加强

对湖南粮仓历史地位的认识，强化他们

对粮食安全从“生产-供应-消费”链条全

过程的思想认识和深刻理解，从而化为

他们的自觉实践认同。从娃娃抓起，从

思想源头上认识到粮食安全的重要性，

弘扬全民节约好时尚。

构筑粮食安全治理机制。扎实推进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续提升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供给保障能力，坚守“谷物基

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战略底线，为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有力支撑。

制定和试行《反浪费法》，制定消费行业

的行为准则，倡导用法治的手段规范和

约束浪费行为。要加速提升湖南粮食的

竞争优势，积极打造湖南粮食的战略品

牌，形成科学完整的战略产业链，确保形
成湖南粮食安全的长期科学有效机制，
让全国人民吃得饱，还得吃得好、吃得营
养健康，这样的全面小康才有基础。让
湖南粮食走出中国，面向世界，成为消费
者争先抢购的首选，实现粮食安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

做好粮食安全的长期工作任重而道
远。既要有治理层面的顶层设计，也要
有行业的规范与约束，更需要三湘儿女
的共同努力。有着粮食生产优越条件
的湖南，必须以强烈的政治担当为 14 亿
国人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粮油产品，为维
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湖南贡献，提供湖
南智慧和力量，不断展现新担当、新作
为。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城市学院基地研究

员，本文为湖南省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厚植爱国主

义研究（HNKCSZ-2020-0503”成果）

为“端牢中国饭碗”贡献湖南智慧和力量

根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中
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签
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全部从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保证担保权利、抵押权、质押权等）依法

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特公
告通知各债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
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
算主体。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
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
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
其清算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
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
南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
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192号
联系人：吴先生
联系电话：0731-85329013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
联系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五一大道

976号
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731-84845037

2020年10月18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注：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融资本息余额及代垫费用数据截至2020年6月30日，之后债务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的利息、罚息、复利按融资合同、担保合同约定、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债务人

长沙璞源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市华凯化工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紫博纸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膳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湘潭海诚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湘潭三湾矿产有限公司

湘潭弘德商贸有限公司

湘潭利嘉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湘潭市长顺有色金属物流有限
公司
湘潭三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

湖南泰克互感器有限公司

湘潭市土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承担
担保义务的主体及其承继人）
卢青、朱晓雁、孙振华
长沙市华凯化工贸易有限公司、唐利群、
罗建英
廖翠兰、蔡文
湖南膳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李锦霖、郭香玲
湖南海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马海军、成平
彭清明、张艳纯、胡慧群、王志祥、彭茶、郭志
军、李泽良、陈菊泉
湖南原弘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湖南岳钢
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湘潭新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彭晓丹、张剑平、师嘉
湖南原弘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湘潭市晶
都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湘潭新都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唐晓、陈家辉、张剑平、师嘉
湖南天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汽车
城津湘出租汽车有限公司、湖南津湘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范可风、朱文胜

余期、黄勇、朱旗

湘潭三峰数控机床有限公司、郭怀仲、杨小毛
湖南泰克互感器有限公司、大连华夏泰克电
气集团有限公司、滕元强、戴英燕
彭军辉、谭跃清、彭渊、张丽华

本金余额（元）

9,989,450.00

19,900,000.00

6,399,092.38
4,166,731.80

49,490,000.00

20,599,983.98

9,899,900.00

9,693,250.00

16,783,363.53

14,000,000.00

34,900,000.00

13,398,102.50

4,997,782.83

欠息（含利息、罚息、
复利，元）

6,541,768.64

13,572,708.87

3,906,602.00
2,078,384.36
3,809,883.67

15,594,566.82

6,658,270.10

7,027,256.51

1,939,112.93

12,210,965.38

4,843,073.18

7,318,155.55

3,642,686.48

垫付费用（元）

91,644.00

155,757.00

73,742.00
91,268.00

308,095.00

318,080.00

166,110.00

164,320.00

127,667.00

61,900.00

221,294.00

110,240.00

56,000.00

序号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债务人

湖南雷恩机电制造有限公司
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东盈节能环保科技开发有
限公司
湖南华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株洲市斯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华银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娄底市和轩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

湖南新城汽车有限公司

湖南科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湖南明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合计

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等承担
担保义务的主体及其承继人）
张凌云、袁子雄
广之益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湘益、王惠兰

湖南三辉置业有限公司、潘韫文、潘激、张艳平

湖南华隆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湖南津湘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范可风、朱文胜
株洲市斯特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株洲斯特
高新材料有限公司、刘筱孛、李军、毛卫平、
刘梓旗
岳阳市辉轮贸易有限公司、陈卫东、方亚辉、
陈轮辉、袁湘伟
湖南骏和集团有限公司、娄底市和信汽车贸
易有限公司、刘惠希、王求珍、刘颖群、邓星
燎、刘浩群、何琴、刘彦飞、曾魁伟
湖南新城汽车有限公司、湖南津湘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范可风、朱文胜
湖南科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周国政、刘芬
湖南明宇塑料制品有限公司、余亚红、刘小春

本金余额（元）

6,822,228.00
18,000,000.00

27,800,000.00

60,759,655.16

19,255,255.08

10,765,180.71

28,000,000.00

29,629,970.24

24,994,971.33
8,000,000.00

448,244,917.54

欠息（含利息、罚息、
复利，元）

5,882,411.90
3,173,835.19

2,159,233.00

3,963,816.92

4,167,016.10

13,843,890.18

28,537,777.99

2,042,788.93

11,655,163.09
2,748,766.67

167,318,134.46

垫付费用（元）

155,8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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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抓实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

40周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

习近平签署
主席令

公布生物安全法、出口管制法等
综合新华社北京10月17日

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17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
于修改专利法的决定、生物安全
法、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出
口管制法、关于修改国旗法的决
定、关于修改国徽法的决定、关于
修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国
家主席习近平分别签署第55、56、
57、58、59、60、61号主席令予以公
布。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第55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决定》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第 56 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1年4月15日起施行。

第5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
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已由中华
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年10月17日修订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第 58 号主席令说，《中华人

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公
布，自2020年12月1日起施行。

第59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决定》已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
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
起施行。

第60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的决定》已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于2020年10月17日通过，现予
公布，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第61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
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0
月 17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0
年10月18日起施行。

家乡作战“浑身劲”桂阳小花“破纪录”
湖南日报记者 蔡矜宜 王亮 郑丹枚

“谢谢你们！”
挺举最后一把，当罗诗芳成功举起

130公斤后，第一时间向看台上为自己
加油助威的“小粉丝”们大声喊道，然后
兴奋地奔向了教练的怀抱。

17 日，2020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
暨东京奥运会模拟赛在邵阳市体育中
心继续展开角逐，我省 19 岁小将罗诗
芳以抓举 103 公斤、挺举 130 公斤、总
成绩 233 公斤的成绩包揽 59 公斤级 3

枚金牌，同时刷新了该项目挺举和总成
绩两项全国青年纪录。

比心、挥手……颁奖仪式上，性格开朗
活泼的罗诗芳仍不忘向看台上热情的观众
表达谢意。她说：“在家乡比赛，我感觉浑身
都是劲，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这群全场齐声高喊“湖南队加油！
罗诗芳真棒！”的孩子，是来自邵阳市体
校的学生们。第一次现场观看举重比赛
的他们，不仅被罗诗芳“圈粉”，并纷纷
表示“想转项练举重，将来像姐姐一样，
登上最高领奖台！”

这个来自桂阳的“小姐姐”，是值得
学习的“好榜样”。在通往更快、更高、更
强的道路上，罗诗芳始终坚持着一步一
个脚印。

去年 8 月的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
会上，18 岁的罗诗芳夺得女子甲组 59
公斤级冠军，并打破全国青年挺举纪录
——当时的成绩是抓举103公斤、挺举
127公斤、总成绩230公斤。

1年多后的今天——6次试举全部成
功，挺举提高3公斤，全国青年纪录再次被
刷新……罗诗芳在家乡人面前以近乎完
美的表现，完成了自己的成人赛首秀！

对于未来，罗诗芳也有自己明确的
目标：“这次能够6把成功，对我来说提
升了很大的自信。接下来，我会继续一
步一步走，迈向更高的奖台。”

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59公斤级，桂阳小将罗诗芳包揽3金、破
全国青年纪录——

蔡矜宜

“我练柔道的，我想改练举重！”“这是
我第一次看举重比赛，原来这么好看！”

为了感谢这群嗓子快喊哑的“小可爱”，
结束了比赛、颁奖、采访等任务后，罗诗芳与

邵阳市体校的孩子们开心地合影、互动。
榜样的力量，是共同进步。一场比

赛，让罗诗芳收获了自信与动力，让一
项运动走进了孩子的视野，让热爱的种
子埋在了心里，生根发芽。

榜样的力量，是相互成就。正如罗诗芳

所说“是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又如孩
子们高喊的那句“我将来也要像你一样”。

这是19岁的罗诗芳第一次参加成
人赛事，眼前这群孩子也许成为了她运
动生涯的第一波“粉丝”。

举重比赛的看台光线昏暗，罗诗芳走
下聚光灯，走近这些与自己有着类似梦想
的“小粉丝”，她想记住这里的每一张脸。

榜样的力量记者手记

湖南日报 10月 17 日讯（记
者 蔡矜宜）今天，2020 湖南第四
届体育旅游节在湖南西瑶绿谷国
家森林公园开幕，1000 余名户外
健身爱好者参与活动，在运动中感
受“千年古县”魅力。

本次节会以千年古县·龙源临
武为主题，设有西瑶绿谷绿色跑、
动力伞空中表演、极限运动大会、
热气球表演及乘坐体验、千人瑜伽

挑战赛、3V3篮球挑战赛等多元的
体育赛事活动和节目。

本届体育旅游节由省体育局
主办，湖南体育产业集团总运营，
郴州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和临
武县人民政府承办。活动旨在以专
业的赛事推动全民参与体育运动，
突出展现临武丰富的历史人文风
景和独具魅力的旅游资源，推动体
育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

2020省体育旅游节走进临武
千余名健身爱好者感受“千年古县”魅力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廖述波 胡萍)10 月 17 日
上午，2020年湖南省青少年健美操锦
标赛在永州市体育中心举行，来自全
省各市州 48 支代表队的青少年运动
员将展开激烈角逐。

此次比赛由省体育局主办，永
州市文旅广体局、省健美操协会承
办。比赛为期 2 天，分为竞技类项目
和普及类项目，竞技类项目包括男
子单人操、女子单人操、混合双人
操等 7 个项目，普及类项目则涵盖
全国全民健身操推广套路 1—6 级、
第三套全国大众锻炼标准规定动作
1—6 级。

比赛现场，运动员们个个激情
飞扬，活力四射，旋转、跳跃、托举
等高难度动作一气呵成，赢得好评
如潮。

该比赛已连续举办多年，成为全
省青少年热切关注和积极参与的体育
赛事。

省青少年健美操
锦标赛永州开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