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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一则《水陆空快闪
大联欢！ 橘子洲头万人合唱超燃
“好有味”》的视频，刷爆了长沙人
的“朋友圈”，在长沙橘子洲头，万
人唱响的《我和我的祖国》，赚足
长沙人的目光和泪水。（详见本报
2月11日A03版、今日A08版）

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活动，结
合了春节祝福与爱国情怀，让身处
其中的人都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激
动心情。这份激动心情一方面来自
现场活动的感染力，一方面来自生
活美好、祖国强大的自豪感。当个体

置身于集体中，强有力的集体给予
个人的力量，往往会使个人迅即产
生超乎寻常的情感，我们的爱国情
怀就是其中之一。

这次快闪活动经过多轮筛
选， 长沙从28个候选城市中脱颖
而出，这也意味着，长沙这个城市
有着不可忽视的魅力。 无论是从
历史内涵还是从经济发展来说，
长沙确实是同类城市中一颗闪耀
的明珠。 长沙是我国历史上唯一
经历三千年历史城址不变的城
市， 岳麓书院在文化传承中激励

了无数湖湘人士，“湘军现象”也
一度让世人侧目。2018年4月，中
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发布，在
“新一线城市”排名中，长沙跻身
前十名， 同时GDP增速连续多年
领跑国内省会城市，更是房价稳、
环境佳的“宜居城市”。

一切发展都离不开党和政府
的正确领导。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
代，既有挑战，更有机遇，新的区
域性、 阶段性特征彰显出新的发
展潜力、韧性和空间。湖南省地处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

带接合部， 更有着文化科教诸多优
势，这些年来，这些优势成了最大的
发展动能，过去二十多年，湖南省经
济持续较快发展， 城乡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也紧随其后。 巨大的
变化体现于方方面面，城建、交通、
就业、投资、环保等等，均有着亮眼
的成绩。

经济的发展、 民生的改善、社
会的进步，从个人体验来说，就是
物质的富足、消费的提升。中国商
务部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春节
“黄金周” 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

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亿元人民
币，突破万亿元大关，比去年春节
假期增长8.5%。湖南省仅旅游收入
便超210亿元。

橘子洲头的快闪活动中， 那一
张张幸福笑脸，那一幅幅动人画面，
生动地勾勒出新时代民众生活的全
景图。“我最亲爱的祖国， 你是大海
永不干涸”，万众齐唱的，不仅仅是
歌曲，更是对当下的赞美，对未来的
希望，对时代的祝福。

祝福祖国，祝福生活，祝福每一
个人。 ■本报评论员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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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强
癌症早诊早治和用药保障的措施，
决定对罕见病药品给予增值税优
惠； 决定支持商业银行多渠道补充
资本金，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
防风险能力。

境外抗癌新药审批提速

会议提出， 要加快境内外抗癌
新药注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

我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扭转了
国际治疗癌症新药在国内上市要迟
滞5至8年的局面。2018年， 国家药
监局批准的48个新药中，18个是抗
肿瘤药，其中有13个为进口新药。专
家表示，这些“救命药”快速上市，正
是得益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
不断深化和优先审评审批政策的完
善和落实。

去年以来， 国家药监局加快境
外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
市。 经申请人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
差异的， 可提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
究资料等直接申报上市。

会议提出， 组织专家遴选临床
急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
境外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 畅通临

床急需抗癌药的临时进口渠道。落
实抗癌药降价和癌症患者医疗救助
等措施，修订管理办法，加快医保药
品目录调整频率， 把更多救命救急
的抗癌药等药品纳入医保， 缓解用
药难用药贵。保障2000多万罕见病
患者用药。

2019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
治疗药物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
取消部分进口药必须在境外上市后
才可申请进口的申报要求， 鼓励全
球创新药品国内外同步研发， 吸引
更多癌症治疗药物在我国上市。

会议还提出，从3月1日起，对首
批21个罕见病药品和4个原料药，
参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3%征
收增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3%简
易办法计征增值税。

商业银行可多渠道补充资本金

会议提出，一是对商业银行，提
高永续债发行审批效率， 降低优先
股、可转债等准入门槛，允许符合条
件的银行同时发行多种资本补充工
具。二是引入基金、年金等长期投资
者参与银行增资扩股， 支持商业银
行理财子公司投资银行资本补充债

券， 鼓励外资金融机构参与债券市
场交易。

目前我国商业资本补充工具较
少，尤其是对非上市中小银行而言，
一般通过发行二级资本债补充二级
资本， 可以使用的一级资本工具有
限， 优先股、 可转债等发行门槛较
高。 资本补充机制不畅在一定程度
上对我国银行业支持实体经济能力
产生制约。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
究员梁栋材表示，永续债作为《巴塞
尔协议Ⅲ》 框架下的其他一级资本
补充工具， 在国外尤其是英美法等
发达国家发展较快， 已经成为一种
较为成熟的混合资本融资工具。发
行永续债是我国商业银行补充其他
一级资本的重大工具创新。

据了解， 银保监会近日已经批
准中国银行发行不超过400亿元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成为我国商业
银行获批发行的首单此类新的资本
工具。

会议强调， 资本金得到补充的
商业银行要完善内部机制， 提高对
民营、小微企业贷款支持力度。可以
预计， 资本实力增强的银行业将会
投入更多真金白银进入实体经济需
要的领域。 ■据新华社

本报2月11日讯 今日，
记者从省发改委获悉，《湖南
省加快推进特色产业小镇建
设专项实施方案》 已于近日
印发。《方案》 指出， 湖南将
创建20个左右有活力、有竞
争力、 有影响力的示范性特
色产业小镇。 力争到2021
年， 特色产业小镇形成规划
布局合理、 产业规模扩大等
发展态势。

《方案》明确，将重点支
持“两平台、三基础”重大项
目建设。“两平台”：一是聚焦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
产业创新发展， 重点支持生
产研发、 电商物流等公共平
台和标准厂房建设。 二是聚
焦特色产业走出去和创新创
业引进来， 重点支持技术转
化、 产业服务等平台建设；
“三基础” 是聚焦构建联接
畅通、 保障有力的基础设施
体系， 重点支持对外联接主

要通道、环境综合治理、公共
服务设施等3大类基础配套
项目建设。

同时， 省本级还将设立
专项资金， 围绕特色产业小
镇范围内“两平台、三基础”
重大项目给予资金支持。重
点支持20个示范性特色产业
小建设， 建立培育名单实行
差异化补贴。不搞平均分配，
根据产业规模、发展目标、项
目投资、 配套完善程度等综
合因素， 确定不同档次进行
资金支持。

此外， 在用地指标方
面， 我省对特色产业小镇
发展所涉及的省级以上重
点项目在用地审批上还将
开辟绿色通道。 将园区项
目用地政策覆盖到特色产
业小镇。 根据特色产业小
镇考评情况， 建立土地指
标奖励机制。

■记者 卜岚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
前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
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
（试行）》（以下简称《条例》），
自2019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是我军军事训练
监察领域的第一部法规，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 着眼实现
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
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严格
落实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这
个党建军治军的基本方略，
牢固确立战斗力这个唯一
的根本的标准，聚焦备战打
仗，健全军事训练监察组织
体系， 完善工作运行机制，
制定坚决纠治与实战要求
不符的刚性措施， 建立了军
事训练领域有法必依、 执法
必严、违法必究的制度规矩，
对新形势下巩固军事训练战

略地位、加强军事训练管理、
促进军事训练落实、 深化实
战化军事训练， 全面提高新
时代备战打仗能力， 具有重
要意义。

《条例》 共10章61条，明
确了军事训练监察的职责权
限和工作重点， 规范了组织
实施军事训练监察的方式方
法和程序步骤， 构建了覆盖
军事训练各层次各领域、贯
穿军事训练全过程的军事训
练监察组织运行模式。《条
例》 依据党纪军规细化了军
事训练违规违纪问题认定标
准，确立了有权必有责、有责
要担当、 失责必追究的鲜明
导向， 督导全军持续推进训
练与实战一体化、 持之以恒
抓好训练作风建设， 为把备
战打仗工作抓得实而又实提
供了有力制度保证。

■据新华社

暖哭人的，不仅是歌声更是当下的美好

习近平签署命令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监察条例（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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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境外抗癌药审批，对罕见病药减税

春节期间， 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
合改造工程项目（橘子洲大桥北侧段）
建设现场，施工人员在搭建挡土墙。为
确保在汛期来临前完成涉水主体工
程， 该项目部200余名工作人员放弃
春节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奋战在施工
一线。目前项目已完成基础施工，正式
进入锚杆、锚索、混凝土挡土墙等实体
结构物施工阶段。

记者 田超 摄

春节防洪工程不停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