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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上午，省政府新闻
办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
《2019年湖南蓝皮书》（简称“蓝
皮书”）正式发布。据蓝皮书分
析， 预计2019年湖南经济运行
仍保持总体平稳， 全年GDP将
达到 39600亿元左右， 增长
7.8%左右，CPI上涨2%左右。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
主任谈文胜介绍相关情况。

今年“蓝皮书”包括4本，分
别是：《2019年湖南经济发展报
告》《2019年湖南社会发展报
告》《2019年湖南两型社会建设
发展报告》《2019年湖南发展研
究报告》，丛书共计158.3万字。

预计全年GDP增长7.8%

2019年， 全球经济增长动
能持续减弱， 全球和全国经济
增速都将温和回落， 但考虑到
“六稳”思路下有利的宏观政策
环境，以及湖南省在创新驱动、
开放崛起、 新旧动能转换等方
面向好因素不断积聚累计，预
计2019年湖南省有望延续总体
平稳、稳中趋优的发展态势，蓝
皮书预计，2019年我省GDP增
长7.8%左右， 规模工业增加值
增长7.9%左右， 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1%左右， 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10%左右， 出口总
额增长25%左右， 进口总额增
长18%左右，全年CPI、PPI分别
上涨2%、1.5%左右。

坚持就业优先战略

今年我省就业形势如何？
“蓝皮书”提到，全省就业总量
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的基本
格局没有改变， 今年我省就业

形势依然严峻。 一方面湖南劳
动力资源总量高位运行， 加上
全省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75万
人， 农村新增转移就业40多万
人，失业人员再就业15万人，总
量供给依然较大；另一方面高层
次、高技能人才短缺造成的招工
难和技能素质低、转移意愿低的
劳动者就业难的问题依然并存，
季节性缺工的问题突出。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在蓝皮书中表示， 要把就业作
为首要任务和头等大事来抓，
坚持“稳”字当头，认真落实就
业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抓好援
企稳岗、创业增岗、培训转岗、
兜底脱岗四个关键， 实现城镇
新增就业70万人以上、 城镇登
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

推动居民收入增长五要素

“蓝皮书”也对我省居民今
年的“钱袋子”作出了初步判断：
预计2019年湖南城乡居民收入
仍将保持中高速的平稳增长，农
村居民收入增幅将大于城镇居民。

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
表示， 推动我省居民收入增长
的主要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
经济稳中有升， 转型升级效应
显现，推动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就业形势平稳向好， 拉动城乡
居民工资性收入平稳增长；营
商环境不断优化， 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 农业产业结构调优等
因素， 助推城乡居民经营净收
入增长； 投资理财渠道拓宽和
房屋出租价格上升， 带动居民
财产净收入较快增长； 扶贫攻
坚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收入分配
政策给力， 拉动居民转移净收
入增长。 ■记者 李成辉

共同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午10时30分许，习近平和
外方领导人共同步入会场。 在热
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主席台，
发表主旨演讲。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多极
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
会信息化深入发展， 人类社会充
满希望。同时，国际形势的不稳定
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 人类面临
的全球性挑战更加严峻。 应对共
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
济科技力量， 也需要文化文明力
量。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进亚
洲及世界各国文明开展平等对
话、交流互鉴、相互启迪提供了一
个新的平台。

习近平强调， 亚洲各国山水
相连、人文相亲，有着相似的历史
境遇、相同的梦想追求。亚洲人民
期待一个和平安宁的亚洲， 希望
各国互尊互信、和睦相处，广泛开
展跨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交往
活动， 共同维护比金子还珍贵的
和平时光。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共
同繁荣的亚洲， 希望各国合力推
进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
经济全球化， 共同消除一些国家
民众依然面临的贫穷落后， 共同
为孩子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
亚洲人民期待一个开放融通的亚
洲，希望各国秉持开放精神，推进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
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共同构建亚
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

提出4点主张

习近平强调， 文明因多样而
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
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
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 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 习近平
提出4点主张。

第一，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
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
劣之分。 我们应该秉持平等和尊
重，摒弃傲慢和偏见，加深对自身
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推
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

第二，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
共。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相通的。
人们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是任何
力量都无法阻挡的。 我们既要让
本国文明充满勃勃生机， 又要为

他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 让世界
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第三，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 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
要求。 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
的、平等的，应该是多元的、多向
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
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我们应
该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
化交往的壁垒， 以兼收并蓄的态
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 促进亚
洲文明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

第四，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
展。 我们应该用创新增添文明发
展动力、 激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
水，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
恒魅力的文明成果。

习近平强调，今日之中国，不
仅是中国之中国， 而且是亚洲之
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
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 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
世界。 希望大家共同创造亚洲文
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不同文明是平等的，没有任
何一种文明可以对其他文
明居高临下

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 希腊
总统帕夫洛普洛斯、 新加坡总统
哈莉玛、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
亚美尼亚总理帕希尼扬、 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也在开
幕式上致辞。他们表示，世界是多
元的，不同国家、民族和文明共同
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世界。 不同文
明是平等的， 没有任何一种文明
可以取代其他文明， 没有任何一
种文明可以对其他文明居高临
下。要相互尊重，尊重文明的差异
性、独立性和多样性。要加强文明
之间沟通对话和交流互鉴， 只有
这样， 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和人类的繁荣进步。所谓“文明冲
突论”十分错误，将破坏甚至切断
文明沟通的桥梁。 正是文化上的
固步自封、 唯我独尊和极端主义
导致了世界上许多矛盾和冲突。

外方领导人表示， 古老的中
华文明为世界留下了宝贵的财
富，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洲命
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
大构想， 是当代中国为世界和平
和人类进步作出的又一重大贡
献。各国要把握共建“一带一路”
的重要机遇，构筑民心相通，促进
和平、友谊、合作，共圆美好梦想。

■据新华社

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呼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我们要让世界文明百花园群芳竞艳

《2019年湖南蓝皮书》发布

今年我省GDP将达39600亿元

全国最美家庭揭晓
湖南30户家庭当选

本报5月15日讯 5月15
日，全国妇联“家家幸福安康
工程” 启动部署暨2019年度
全国最美家庭揭晓会在北京
举行，999户家庭获全国最美
家庭荣誉， 其中我省30户名
列其中。

这些优秀家庭从科学
教子、绿色环保、清正廉洁、
移风易俗、热心公益、家国情
怀、 孝老爱亲等不同角度展
现出了三湘千万家庭崇德向
善的精神风貌。 我省益阳夏
鹏程家庭的王建平女士代表
湖南参加了全国最美家庭揭
晓会。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刘立平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
每日赔偿315.94元

最高人民法院于5月15
日下发通知，公布了自2019
年5月15日起作出的国家赔
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
由权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
315.94元。

同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
第十检察厅下发通知， 要求
各级人民检察院办理自身作
为赔偿义务机关的国家赔偿
案件时， 执行新的日赔偿标
准315.94元。

国家统计局2019年5月
14日公布，2018年全国城镇
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为82461元。

■据新华社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活动之一，5月15日，亚洲文化嘉年华活动在北京“鸟巢”举行。 新华社 图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5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亚
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指出璀璨的亚洲文明为
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亚洲人民期待一个
和平安宁、共同繁荣、开放融通的亚洲。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
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与
时俱进、创新发展，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人文基础。习近平强调，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
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王沪宁出席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