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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8日讯 今天上午，
湖南省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
表彰劳模和优秀工匠大会在长沙
举行。 省委书记杜家毫出席并讲
话，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主
持。 省委副书记乌兰宣读有关表
彰决定。

会议表彰了我省荣获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 奖状以及全国工人
先锋号的单位和个人， 湖南省劳
动模范和湖南省先进工作者，荣
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奖状以
及湖南省工人先锋号的单位和个
人，新时代湖南省农民工“六项全
能”技能素质提升竞赛一、二、三
等奖获得者， 湖南省实体经济企
业优秀班组长。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受
到表彰的先进集体、 劳动模范、优

秀工匠以及全省各行各业、各条战
线的广大劳动者，向所有为湖南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突出贡
献的老模范、老先进，向全省各级
工会组织和广大工会干部致以节
日祝贺和崇高敬意。

杜家毫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
府要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
根本方针，贯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
化建设各方面， 落实到制定政策、
推动工作全过程，体现到企业生产
经营各环节，广泛深入开展“当好
主人翁·建功新湖南” 主题劳动和
技能竞赛，精心打造“十行状元·百
优工匠”品牌，激励引导全省工人
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投身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最前沿、产业项目建设
第一线、三大攻坚战主战场，最大
限度激发创新创业创造活力。要广
泛宣传和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

精神、工匠精神，引导各行业广大
职工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做到干
一行、爱一行、钻一行，让更多湖湘
绝活薪火相传，让更多“湖南产品”
走向世界。

许达哲强调，全省上下要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 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尊重劳
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
造，为打好三大攻坚战、推动高质
量发展，凝聚起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强大合力。各级工会组织
要落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
方针，更好服务联系职工，提升劳
动者素养，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
建设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提供人才智力支撑。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邹靖方

本报4月28日讯 “我们向游
客介绍家乡要讲普通话，做到热情、
真诚、专业……”龙山县惹巴拉景区
内，一场题为《谁不说俺家乡好———
金牌导游为你而来》 的语言表达示
范课正在进行。如何留住游客就餐、
住宿、购买土家织锦并记住惹巴拉？
来自长沙学院影视艺术与文化传播
学院的副院长荣斌给村民们上了一
堂别开生面的语言课程。“扶贫先扶
智，扶智先通语”，这是来自长沙学
院的教学团队三天来在龙山开展的
第五场有声语言培训讲座。

2018年以来，随着《推普脱贫攻
坚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

我国语言文字工作与国家扶贫攻坚
战略实现全面对接，语言扶贫攻坚战
正式打响。

龙山县是长沙市对口帮扶单
位，为提高龙山县中小学师生、村干
部及村民的有声语言表达能力。今年
4月， 长沙市组织长沙学院教学团队
赶赴龙山， 先后在龙山县教体局、大
安乡、乌鸦九年制学校、惹巴拉景区
等地举行讲座，将其所负责的省级精
品在线开放课程《广播节目播音主持》
送到学员眼前，面对面推广普通话，传
播有声语言艺术。

三天时间里， 教学团队奔走在
龙山各地，为数百人送去有声语言艺

术的面对面示范课程。通过网络在线
学习平台，逾十万人将从中受益。

对于这次语言扶贫行动，龙山
县县委常委、副县长张红民表示感
谢：“这次活动时间长， 内容丰富，
针对性强，惠及面广，通过网络听
课、现场学习和有效扩散，龙山县
的中小学教师不断提高课堂教学
能力，助力教育发展；乡镇村干部
提高了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能更
好地完成扶贫工作；在景区推广普
通话，让旅游经济助力村民走向富
裕。持续性的送教活动有望让各个
层面十万余人从中受益。”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朱珊 吴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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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语言扶贫， 三天五场讲座十万人受益

近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解决部
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并发出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
际认真贯彻落实。

4月28日，退役军人事务部
有关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
记者提问。

问：对缴费年限有何规定？
答：《意见》规定，2012年7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保险
法》实施前退役的，军龄视同为
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年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
人保险法》实施后退役、国家给
予军人退役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的， 军龄与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基本医疗保险的缴费年限合并
计算。

问：对补缴年限有何规定？
答：《意见》规定，符合政策

保障范畴人员参保后缴费中断
的，可以按照不超过本人军龄的
年限补缴，并免收滞纳金。

问：由谁来补缴费用？
答：《意见》明确了补缴责任

主体，按照规定，符合政策保障
范畴人员补缴社会保险缴纳费
用，原则上单位缴费部分由原安
置单位负担，个人缴费部分由个
人负担。

问：缴费基数是多少？
答：《意见》规定，补缴城镇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缴费工资基数分别为补缴时安
置地和参保地上年度职工平均
工资的60%，单位和个人缴费费
率按补缴时当地规定执行，相应
记录个人权益。 ■据新华社

4月27日，青年们在绣制巨幅团旗。当天，共青团长沙市委、湖南省湘绣研究
所联合开展的“五四精神传薪火 非遗湘绣展红旗”活动在长沙市橘子洲景区
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像前举行，百名青年通过同绣巨幅团旗、重温入团誓词、齐声
同唱《我和我的祖国》，传递爱国心声，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 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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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解决部分退役士兵社会保险问题

同绣团旗
纪念“五四”百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8日
在北京延庆出席2019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并发
表题为《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
丽家园》的重要讲话，强调顺应
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
着未来。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
的唯一家园。 中国愿同各国一
道， 共同建设美丽地球家园，共
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纵观人类文明
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
衰则文明衰。杀鸡取卵、竭泽而
渔的发展方式走到了尽头，顺应
自然、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昭示
着未来。 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
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
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
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
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第一，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
然和谐。无序开发、粗暴掠夺，人
类定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
合理利用、友好保护，人类必将
获得大自然的慷慨回报。我们要
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让子孙
后代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
又能遥望星空、看见青山、闻到
花香。

第二，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
展繁荣。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
力。良好生态本身能够源源不断
创造综合效益，实现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

第三，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
然情怀。 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形成文明
健康的生活风尚； 倡导环保意
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
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倡导尊重
自然、 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
念，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

第四，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
理精神。 生态治理必须遵循规
律，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统筹兼
顾， 打造多元共生的生态系统。
生态治理，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我们既要有只争朝夕的精神，更
要有持之以恒的坚守。

第五，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
作应对。面对生态挑战，人类是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
体。唯有携手合作，我们才能有
效应对气候变化、 海洋污染、生
物保护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实现
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
标， 让绿色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全球生态文明之路行稳致远。

习近平强调，昨天，第二届
“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成功闭幕。共建“一带一路”就是
要建设一条开放发展之路，同时
也必须是一条绿色发展之路。中
国愿同各国一道， 共同建设美丽
地球家园，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建设生态文明，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让我们从自己、从现在
做起，把接力棒一棒一棒传下去。

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
博览会将于2019年4月29日至10
月7日在北京延庆举行，以“绿色
生活，美丽家园”为主题。共有约
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4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人民大
会堂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
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 人民
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
新华社客户端、 央视新闻客户
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据新华社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明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