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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即将到来的2018年，湖
南经济工作怎么干？12月22
日至23日在长沙召开的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进行了具体部
署。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在会上发表讲话。省
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会议指出， 明年是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第一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一年，是改革开放40周
年。 经济工作要坚持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 突出发展产业
振兴实体经济， 加快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 促进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 具体做好六件
大事。

本报12月24日讯 今日
上午， 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
全面推进河长制启动仪式举
行。启动式上，跳马镇向首批
民间河长颁发了“民间河长
证书” 及民间河长志愿服务
队旗帜， 并请来资深民间河
长向“新河长”授课。

“跳马镇辖区内有浏阳
河、圭塘河源头及上游、双溪
港、官桥撇洪渠、团头河等5
条河流， 为激发全镇群众共
同参与‘河长制’工作的积极
性和主动性， 我们在全镇范
围内公开招募了50名口碑
好、威信高、熟悉河道、热心
公益的村民，分别担任这5条
河流的民间河长。”跳马镇河
长办主任李奕介绍，“民间河
长是对‘河长制’ 的有益补
充， 他们可以时时关注身边
河道的变化， 第一时间反映

河道整治的问题。 今天这批
颁证的民间河长只是首批，
今后我们还会招募更多的民
间河长参与到巡河、 护河中
来。”

民间河长代表冷昭群表
示：“能成为民间河长是一份
荣誉同时也是一份责任，我
们一定积极参与河道保护，
认真履行河长职责， 在加强
河道巡查的同时， 还要充分
发挥熟悉环境与民情优势，在
群众中充当好宣传员、劝导员
及沟通员的角色，为跳马镇河
道保护与治理做出贡献。”

启动仪式后， 主办方还
组织了区级资深民间河长授
课， 并现场取水由技术人员
检测水质， 接下来该镇将正
式开展民间河长巡河等活
动。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吴丹梅 刘希贤

省武术协会
再添国家级奖项

本报12月24日讯 今日， 记者从
湖南省武术协会获悉，在今日举行的
中国武术王中王争霸赛颁奖盛典上，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对
2017年表现突出的5个全国群众体育
（武术）先进单位进行了表彰，我省武
术协会获此殊荣。

据了解，该协会先后被评为湖南
省5A级社会组织、 全国先进武术协
会、全国武术进校园先进单位、全国
段位制推广先进单位、2013—2017全
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等奖项， 在武术
进校园中创造了湖南模式， 段位制推
广领跑全国。 ■记者 叶竹

21日， 永州市第一个挂
牌成立的县级行动中心———
江华瑶族自治县民间河长行
动中心揭牌，24名江华民间
河长正式挂牌上岗。当天，还
开展了水质检测、 水生态影
像培训和巡河等行动。

江华瑶族自治县副县
长、 县副河长黄守平表示，
“民间河长要切实做好传播
员、信息员、监督员和作战员。
各乡镇河长办要对民间河长
反映的问题，及时督促‘责任
河长’组织整改回应；要加大
对民间河长在人力、 物力、财

力的投入，提升民间河长组织
化、专业化、信息化的能力；建
立互动，形成长效机制，携手
保护江华的绿水青山”。

据悉， 接下来江华瑶族
自治县民间河长行动中心将
开展净滩、科普展、水安全进
课堂等系列活动，搭建“县民
间河长行动—乡镇民间河长
行动站—段长—河流守护
者”四级管理体系，动员更多
的社会人士广泛参与到环境
保护事业中来。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伟南

宁乡市检察院驻市食药
工质局检察联络室成立

本报12月24日讯 近日，宁乡市
检察院驻市食药工质局检察联络室
授牌成立。

检察联络室将在食品药品违法
犯罪案件提前介入、 移送立案监督、
接受和移送职务犯罪线索、督促行政
处罚执行、案件咨询、组织联合培训、
双向沟通协调与业务指导等多个方
面发挥作用， 通过建立派驻检察官、
联席会议、列席会议、联合调查和督
办、信息共享、备案等工作机制，畅通
与行政执法环节的衔接，提高监督效
率，形成打击合力，实现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的无缝对接，全力保障维护
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宁乡市副市长钟利仁指出，设立
市检察院驻市食药工质局检察联络
室有利于进一步健全食品、 药品、工
商质量、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
制。加强检察机关与市场监管部门的
监督制约，对有效预防和依法惩治市
场监管领域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杨婷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定调突出发展产业振兴实体经济，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2018年，湖南经济工作将做这六件大事

扎实开展“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在主攻方向上突出实
体经济， 抓住智能制造这个核
心，提质升级传统制造业，加快
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在具体抓
手上突出“五个100”，抓好100
个重大产业建设项目，100个
科技创新项目和100个重大产

品的创新， 引进100个五百强
企业和100个科技创新人才，
把推进产业项目建设落到实
处。 在工作导向上突出正向激
励， 健全完善有利于产业发展
的目标体系、支持政策、考核办
法、奖惩机制，形成推进产业项
目发展的有效机制和政策环境。

永州市首个民间河长行动中心成立

长沙雨花区跳马镇全面推进河长制

50名民间河长“持证上岗”

把稳定扩大就业摆在
突出位置，加强新市民公租
房保障，实施全民参保登记
计划，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
系和全民基本医保，加大对
特殊困难群体兜底服务，增
强公共产品和社会服务供

给能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民生
建设要尽力而为、 量力而
行， 不能盲目举债搞工程，
重视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
问题。

■记者 夏似飞 贺佳 冒蕞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完
善产权制度，促进产权激励，加
快完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促进民营企业发展。深化土地、
劳动力、人才等要素市场化配
置改革，扩大“放管服”改革综
合成效，逐步赋予省级以下政
府更多自主权。重点抓好国企

国资改革。 着力构建全面开放
新格局，有效对接和参与“一带
一路”， 加强开放平台建设，建
设覆盖湘南湘中湘西的加工贸
易转移试验区。继续组织好“湘
品出湘”等活动，巩固外贸向好
势头。 积极申报自贸试验区，
稳定外商投资和经营预期。

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
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 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加快农业基础设施

特别是重点水利设施建设，
坚持和完善农村承包地“三
权 ”分置 ，加强美丽宜居乡
村建设， 统筹区域协调发
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
城镇化。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
点，着力在“破”“立”“降”上下
功夫，不断提高供给质量和效
益。去产能要更加注重运用市
场化、法治化手段，去库存要

更加注重双管齐下、两手发力，
去杠杆要更加注重疏堵结合、
标本兼治， 降成本要更加注重
挖掘潜力、狠抓长效，补短板要
更加注重精准施策、集中攻坚。

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攻坚战，摸清政府债务特别是
隐性债务底数，健全社会矛盾
排查预警、重大决策社会稳定
风险评估、 矛盾多元化解机
制。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把
脱贫攻坚作为首要民生工程
来抓，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
力， 扭住产业脱贫这个关键，
合理确定脱贫摘帽时间，进一
步落实“三走访三签字”要求，
开展好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专项治理， 关心关爱扶
贫干部， 提高群众获得感和
满意度。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端正发展理念，持续深入
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抓好湘江保护和治
理“一号重点工程”和洞庭湖
生态环境专项整治，完善五级
河长体系，构建涵盖“一湖四
水” 的全流域生态补偿体系，
确保2020年全省生态环境总
体改善。

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打好“三大攻坚战”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深化新时代改革开放

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12月23日，2017年第三届“湘赣鄂皖”四省非遗联展在长沙李自健美术馆开幕，多姿多
彩的传统舞蹈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惊艳亮相。本届联展以“非遗点亮美好生活”为
主题，汇集来自四省的61个非遗项目、170余名传承人的2000余件展品。

记者 吴岱霞 郭立亮 摄影报道

湘赣鄂皖
非遗联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