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29日讯 今天，全
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
会在邵阳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
强调，要把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工作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成效的实际行动，
认真总结和发扬好经验好做
法， 准确把握和用好当前面临
的机遇， 不断提高做好经济工
作的能力和水平， 以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的气概和用心用
脑、精准精细的作风抓产业、强
实体， 奋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
实现高质量发展。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讲话， 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黄兰香、胡衡
华、张剑飞、黄关春、叶红专、何
报翔、彭国甫、易鹏飞出席，省
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谢建辉主
持会议。

发扬经验、正视不足
抓实产业项目建设

这已是省委连续第三年举
行这样全省性、高规格的产业项
目观摩和推进会。会前，杜家毫、
许达哲率与会人员先后赴娄
底、邵阳，实地考察了娄底南·
联创小镇、 中电彩虹集团邵阳
G7.5盖板玻璃智能化工厂建设
项目、 三一专用汽车有限责任
公司、 拓浦精工智能制造（邵
阳） 有限公司家用厨电智能制
造项目、 邵东湘商产业园等一
批代表性企业、 重点园区和重
大产业项目， 目的就是让各地
各部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通
过现场观摩、互学互鉴，更好地

适应形势发展变化， 把握产业发
展趋势， 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
感，比学赶超抓产业。

杜家毫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
产业项目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他指出， 自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实施以来， 全省上下聚精会神抓
产业、谋产业、强产业，在实践中
探索形成了一些好的做法和经
验，主要是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
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遵
循经济规律、 市场规律和产业规
律，坚持科学谋划、精准发力；找准
切入口发力点，坚持创新驱动、开放
合作；注重培育产业生态，坚持优环
境、强服务。我们要发扬经验、正视
不足，保持定力、鼓足干劲，切实把
产业项目建设抓紧抓实。

准确把握和用好
当前面临的机遇

杜家毫强调，当前，推进产业
建设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但沧
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困难，
越要奋勇向前。 特别是经济下行
的情况下，只有加大产业投资、稳
住产业发展，才能稳住经济增长；
只有加大产业投资， 通过培植新
兴产业调整经济结构， 才能带动
整个经济转型升级、行稳致远。我
们既要看到困难挑战， 更要看到
发展机遇，坚定信心、振奋精神，
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带来的机遇，乘势而上，加快促进
制造业质量变革、 效率变革和动
力变革， 加速构建面向未来的现
代产业新体系； 善于从中美经贸
摩擦的不利因素中寻找和把握机
遇，化危为机，不失时机推进自主
创新技术替代工作， 引领全省产
业发展、带动产业升级；抢抓国际
国内产业转移带来的机遇， 用好

政策、积极作为，当好承接产业转
移的“领头雁”；抢抓推动中部地
区崛起再上新台阶带来的机遇，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发展战略性新兴
产业上下更大功夫， 把区位、平
台、 科教等优势转化为加快产业
建设的优势。

主动求变
在“不行”中找到“行”

杜家毫指出，做经济工作、抓
产业建设， 离不开各级党委领导
经济工作能力的提高。 各级干部
要适应形势发展变化， 坚决破除
条条框框、思维定势的束缚，准确
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
在“不行”中找到“行”。要强化精
准精细思维，做到精准学习、精准
研判、精准分析、精准施策、精准
服务、精准用人。要树立正确政绩
观，保持抓产业项目建设的定力，
一个一个项目地推， 一年接着一
年干、 一任接着一任抓， 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

许达哲指出， 要认真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
起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落实中央“六稳”要求，以真抓
实干的工作作风、 只争朝夕的奋
斗精神， 扎实推进2019年产业项
目建设年特别是“五个100”项目
建设， 以项目建设尤其是重大产
业项目支撑和推动全省经济平稳
健康发展。

各市州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分管副市（州）长，各县市区委书
记（县市区长），以及省直有关部
门和全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综合保税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和观摩考察活动。

■记者 贺佳 刘笑雪

119个项目完成投资546.9亿
元，占年度计划的50.7%，新开工
项目30个，占年度计划的91%。

115个项目完成投资77.1亿
元、研发投入21.68亿元，分别占
年度计划的54.6%、58.5%。

117个项目完成投资40.5亿元， 占年度计
划的55.4%，7个项目已投产，突破关键技术358
项，申请发明专利607件。

引进59家“三类500强”企业投资产
业项目76个，签约投资总额1710.4亿元。

共与206名拟引进对象签订工作合同或者引进协
议。出台了《联湘创新创业人才服务工作站管理办法
(试行)》，择优设立15家联湘创新创业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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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29日讯 今天，湖
南省2019年“博士潇湘名企行”
活动在株洲高新区启动。 此次
活动是“海纳英才·智汇潇湘”
为我省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企
业提供人才与智力支撑系列服
务活动之一， 由中共湖南省委
组织部、省人社厅、省工信厅联
合主办。

现场， 来自海内外40余所知
名高等院校的141名博士齐聚一

堂，中车集团、三一集团、中联重
科、 远大集团等全省13个国家级
产业园区的60余家重点新兴优势
产业企业， 博士智囊团成员等共
同参加启动仪式。据悉，现场60余
家企业为高端人才提供岗位数
162个, 共计洽谈博士220人次，
与博士初步达成意向71人。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龚颖 李良婷

实习生 袁馨婷 王孝清 覃梦娟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中
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久经考验
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
家的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
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
记处书记，第十三届、十四届、十
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原
总理，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志的遗
体，7月29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
墓火化。

李鹏同志因病于2019年7月
22日23时11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91岁。

李鹏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
后，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
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
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
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李鹏同志
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

示深切慰问。
29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

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
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
悼念李鹏同志”，横幅下方是李鹏
同志的遗像。 李鹏同志的遗体安
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身上覆盖着
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9时30分许， 习近平、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
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
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李鹏同志的
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李鹏同志的遗
体三鞠躬，并与李鹏同志亲属一一
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在外地送花
圈，对李鹏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
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
志， 李鹏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
表也前往送别。

本报7月29日讯 今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
议在长沙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出席会议
并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
大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指示、
全国人大常委会纪念地方人大设
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精神和
栗战书委员长在湖南调研时的讲

话精神。
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2天半，

还将听取和审议4项报告， 审议、
审查6件地方性法规草案， 审议1
项决议草案、1项决定草案和人事
任免案，书面审议1项出国访问考
察报告。

■记者 李成辉 丁鹏志
实习生 龚怡菲 覃久凌 滕婷

李鹏同志遗体在京火化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江泽民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胡锦涛在外地送花圈表示哀悼

141名博士聚株洲，为湖南发展添智力

7月29日，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听取和
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民
营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会
议认为， 我省在完善政策制
度保障、减轻民营企业负担、
激发民营经济发展活力方面
取得了积极成效。

2019年上半年， 全省非
公有 制 经 济 实 现 增 加 值
10439.� 48亿元， 同比增长
7.9%，占全省GDP的58.7%。

报告显示，2018年新增

减税约120亿元，全省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共免征增值税
29.23亿元，减免小微企业所得
税9.66亿元；2016年至2018年，
全省累计减轻企业负担超过
2600亿元。

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网上可办率达到90％。 省级行
政许可事项精简65％以上，非
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全部取消。

截至2019年一季度，全省共
有民营上市公司64家，实现直接
融资2819.�89亿元。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二次会议

连线

上半年非公经济增加值占全省GDP近六成

“100个重
大科技创
新项目”

引进“100
个科技创
新人才”

引进“100
个 500 强
企业”

“100个重
大产品创
新项目”

“100个重
大产业建
设项目”

全省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半年报”

“五个100”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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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进现场观摩会召开 杜家毫许达哲讲话
抓产业建设要努力在“不行”中找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