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家毫在湘潭大学调研:努力办出特色办得更好

向全省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本报9月9日讯 为“备战”第
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长沙市雨花
区500余名普查员近日在长沙国
防教育基地开展拓展训练。 此次
活动不仅为“雨花区经济普查宣

传周”拉开帷幕，也标志着雨花区
启动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普查
员将对全区10多万市场活动主
体开展全面清查和普查。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赵红丽

本报9月9日讯 第34个教师
节和湘潭大学建校60周年即将到
来，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杜家毫来
到湘潭大学，看望慰问教职员工，
调研学校改革发展情况， 代表省
委、 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
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对湘潭
大学建校60周年表示祝贺。 他强
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
优良传统，坚持立德树人，勇于改
革创新，扎实推进内涵式发展，努
力把湘潭大学办出特色、 办得更
好， 不负习近平总书记对办好湘
潭大学寄予的殷切期望。

省委副书记乌兰，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建辉参加调研。

湘潭大学是毛泽东同志亲自
倡办、亲笔题写校名、亲切嘱托一
定要办好的综合性全国重点大
学， 是我省高等教育的一张重要
名片。满怀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习近平总书记对办好湘潭大学也
提出殷切期望。

来到湘潭大学，杜家毫一行首
先走进沧南教授家中慰问。1977
年， 沧南教授响应毛主席号召，毅

然从武汉大学来到了这里。杜家毫
说，在沧老身上，充分体现了一名
共产党人的坚定信仰和“活到老、
学到老、改造到老、奉献到老”的优
秀品质。广大师生特别是青年党员
要以沧老为榜样，把对党的无限忠
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对事业的
无私奉献，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在与学校教师代表座谈中，
杜家毫对湘潭大学近年来改革发
展建设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他
说，进入新时代，我们更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基因，为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
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杜家毫强调， 要发扬优良办
学传统，始终坚持立德树人。要坚
持改革创新，努力办出特色。要立
足自身传统和优势， 下大力气办
好毛泽东思想研究等一批特色学
科， 不断深化以人才培养为核心
的教学改革、管理创新，在专业设
置、 学科布局和研究重心上更加
注重对接社会需求， 加快推进高
等教育向内涵式发展转变。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曹辉
9月8日，《永恒的瞬间———

改革开放40周年湖南公安英雄
壮举摄影再现》展览在长沙开幕，
19位英雄模范的典型事迹通过
拍电影的手法进行人物化妆、现
场取景，再现了当年的英雄壮举。
此次展览由省公安厅主办，展览
至23日结束，为期15天。

1982年11月12日晚，永州
民警龚秋光追捕逃犯熊钢牛，
左耳被咬掉二分之一；2014年

11月13日， 一男子在衡阳雁
城路居民小区点燃手中的汽
油瓶， 为挽救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时任衡阳市雁峰
公安分局广场派出所副所长
吉湘林舍身扑火救人， 全身
烧伤面积超过25%；2016年3
月25日，面对持刀歹徒，衡阳
民警匡兵和妻子用身躯挡住
砍向孩子的屠刀；2017年3月
30日， 浏阳民警沈学军勇斗

绑炸药的亡命之徒，身上被炸伤
200余处……

此次展览，遴选了龚秋光等
19位公安英雄作为拍摄对象，用
镜头语言最大限度还原英雄壮
举。展览现场，全省100位民警因
公负伤的X光片构筑一面触目惊
心的“伤墙”，真实记录公安队伍
的付出与牺牲。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颜英华
樊佩君 实习生 薛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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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关于英雄的“视觉盛宴”

本报9月9日讯 记者从省国
土资源厅获悉， 长沙建设用地使
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试
点于近日在北京通过自然资源部
等有关部委的验收， 成为全国首
批通过验收的城市。

2017年2月， 根据原国土资
源部的部署和要求， 长沙市作为
全国28个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
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试点城市
之一，开始二级土地市场试点。

长沙市的试点工作以不动产
登记为基础， 以建立城乡统一的
建设用地市场为方向， 以盘活存
量土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
持续健康发展为目的， 构建了一
个土地二级市场交易管理机构、

一套土地二级市场制度规则、一
套土地二级市场信息系统、 一个
土地二级市场实体平台。 长沙市
研发的“我有地·我要地”土地二
级市场交易平台， 通过系统自动
核对土地查封、抵押、权属信息，
确保产权明晰， 通过网上挂牌竞
价交易，交易主体、机构之间互不
见面，杜绝围标、串标现象发生，
让买家找到合适的地， 让卖家卖
出市场的价，确保市场定价。

7月31日， 长沙土地二级市
场平台运行并迎来首宗土地转让
网上挂牌交易， 意味着长沙市在
全国率先开启土地二级市场网上
挂牌交易。

■记者 潘显璇

长沙土地二级市场试点通过国家验收

本报9月9日讯 经过5天紧
张激烈的角逐，8日上午，2018湖
南技能大赛·第八届全国数控技
能大赛湖南选拔赛圆满完成各项
赛事。

竞赛中， 来自全省14个市州
60家单位共计337名参赛选手分
职工组、高职学生组、中职学生组、
职工组合组、 院校组合组等组别
分别参加了数控车工、数控铣工、
加工中心操作工(四轴)、加工中心
操作工(五轴)、数控机床装调维修
工、计算机程序设计员(数字化设

计与制造)6个项目的技能比拼。
一大批优秀选手脱颖而出。

其中，职工组的李剑雄、王成新等
18名选手被省人社厅授予“湖南
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同时获得
省总工会颁发的“湖南省五一劳
动奖章”。 学生组的李佩冠等30
名选手获得了相应职业的国家职
业资格二级证书。娄底技师学院、
衡阳技师学院获得参赛单位团体
奖一等奖。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叶飞艳
符敏 实习生 薛国清

18名数控高手被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

普查员“备战”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

许多家长带上孩子前来一同感受“英雄赞歌”的洗礼。 通讯员 李广联 摄

一类县，前5名依次为：宁乡市、醴陵市、双清区、鹤城区、北湖区
(已达标的不参与提升幅度排名，下同)。

二类县，前10名依次为：桃源县、岳阳县、东安县、道县、邵东县、
临武县、洪江市、嘉禾县、沅江市、衡南县。

三类县，前10名依次为：花垣县、宁远县、永顺县、桑植县、江永
县、通道侗族自治县、邵阳县、双牌县、桂东县、双峰县。

湖南2017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工作考评结果出炉

我省经济强县前20强产生
本报 9月 9日讯

日前，省委、省政府办
公厅发布《关于2017
年度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推进工作考评情况
的通报》。 湖南市州、
县市区2017年全面小
康实现程度排名、湖
南2017年经济强县、
经济快进县等名单纷
纷出炉。

一批全面小康推
进工作优秀单位、先
进单位、 经济强县和
快进县获得表彰。省
委、省政府决定，对获
奖单位按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分类指导加
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考评结果通报奖
励方案(修订)》有关规
定给予奖励。 全部奖
金不奖给个人， 实行
以奖代投， 用于当地
全面小康建设。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1．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前七名，依次为：长沙市、株洲市、湘潭市、岳阳市、郴州
市、常德市、衡阳市。

2．提升幅度得分前七名，依次为：娄底市、永州市、邵阳市、怀化市、长沙市、湘
西自治州、常德市。

一类县，前5名依次为：长沙县、宁乡市、望城区、双清区、浏阳市。
二类县，前10名依次为：桃源县、邵东县、汨罗市、东安县、岳阳

县、临武县、汉寿县、道县、大祥区、冷水滩区。
三类县，前10名依次为：花垣县、江永县、永顺县、宁远县、桂东

县、双牌县、龙山县、新田县、吉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

一类县，前5名依次为：雨花区、岳麓区、天心区、芙蓉区、长沙县。
二类县，前10名依次为：君山区、津市市、赫山区、苏仙区、湘乡

市、云溪区、邵东县、永兴县、汨罗市、桂阳县。
三类县，前10名依次为：石门县、中方县、宁远县、双牌县、吉首

市、祁东县、桂东县、宜章县、江华瑶族自治县、茶陵县。

一、市州全面小康推进工作考评结果

二、县市区全面小康推进工作和县域经济考评结果

经济快进县
排名

经济强县排名
前20强依次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邵东县、醴陵市、湘潭

县、资兴市、桂阳县、湘乡市、冷水江市、汨罗市、永兴县、攸县、澧县、
桃源县、耒阳市、祁阳县、韶山市、衡南县、湘阴县。

全面小康
提升幅度排名

全面小康
实现程度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