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
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
六○研究所原党委委员、 副所
长黄群， 某试验平台原负责人
宋月才， 某试验平台原机电负
责人姜开斌同志先进事迹作出
重要指示指出，黄群、宋月才、
姜开斌3位同志面对台风和巨
浪，挺身而出、英勇无惧，为保
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
牲，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
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
牲的优秀品格， 用宝贵生命践
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
和人民牺牲一切” 的初心和誓
言， 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
表、时代楷模。

近日，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
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哨所原
所长、开山岛村党支部原书记王

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 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
32年， 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
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
凡的人生华章。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大力表彰
宣传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担当
作为、干事创业的新时代典型，
激励和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
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
党报国，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
绩，党中央决定，追授黄群、宋
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同志“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据新华社

姜开斌，男，湖南常德人，1956年12月出生，1978年8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生前系中船重工第七六○研究所某试验平台机电负责人。
2018年8月20日， 国家某重点试验平台受台风影响出现重大险情，
姜开斌冲锋在前，与抢险队员一起对试验平台进行加固作业，不幸
被巨浪卷入海中，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终年62岁。姜开斌同志曾
任海军某部舰艇机电长，他爱岗敬业、能力突出，把满腔热血全部
倾注到舰船事业中。他不图名、不图利，退休之后仍以一名“老兵”
的热忱和执着参与试验平台工作， 把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毫
无保留地教给年轻同志，手把手地带出一支高水平的专业队伍，带
领团队出色完成多项技术保障任务， 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共产党员
的入党誓言。

人物链接 姜开斌

第三次国土调查
我省四地列入国家先行调查县

本报9月27日讯 昨天，全
省第三次国土调查电视电话会
议在长沙召开， 部署推进第三
次国土调查工作。 记者从会上
获悉，浏阳、澧县、桂阳、芷江四
地列入了国家先行调查县。

第三次土地调查具有“全
覆盖、全要素、全口径”的特点，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省土地
和自然资源领域最大规模的重

大国情国力调查工作， 对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乡村振兴、生态
文明建设等具有重大意义。

会议列出了第三次国土调
查的时间表：2019年5月31日
前， 完成县级成果省级检查工
作；2020年2月29日前，完成三
调成果初步汇总；2020年12月
31日前， 完成三调省级成果预
检和验收工作。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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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上
午，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开幕式上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

省领导乌兰、 陈向群、傅
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谢
建辉、张剑飞、王柯敏、张大方
出席。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
长蔡振红主持开幕式。

省社科联第七次代表大
会以来，全省社科战线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中央
和省委部署要求，深入研究和回
答全省改革发展面临的理论和
现实问题，推出了一批重要研究
成果，在理论武装、决策咨询、社
科普及、 社科评价等方面做了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为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了智
力支持、作出了积极贡献。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人大
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向大会
召开表示祝贺， 向全省广大社
科工作者致以亲切问候。 他指
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和思
想， 而且能够产生理论和思想
的时代。如何“举旗定向”，是哲
学社会科学必须明确的首要问

题。 全省社科战线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
思主义，坚持常学常新，掌握精
髓要义，做到真懂真信。要坚持
高举旗帜、凝聚民心，全面深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阐
释，讲好理论故事，推动主流思
想理论走进群众心灵深处。要
牢固树立为人民做学问的理
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
导向，努力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写在群众中， 使研究成果始终
保持群众立场、 生活温度和家
国情怀。

杜家毫强调， 社科战线要
紧扣全省工作大局， 以正在做
的事情为中心， 把研究回答新
时代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为
主攻方向， 瞄准省委省政府决
策急需的重大课题， 努力搞研
究、出精品、推力作、促转化，成
为党委政府信得过、靠得住、用
得上的思想库、智囊团。

开幕式上， 表彰了湖南省
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和第六届优秀社科专家、第
四届优秀青年社科专家。

本次大会将审议省社科联
第八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修
改省社科联章程， 并选举产生
省社科联新一届领导机构。

■记者 贺佳 奉清清 周帙恒

记者从会上了解到， 湖南
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组
织了湖南省第十三届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评选，从我省2013、
2014两年产生的社会科学成果
中，评出一等奖20项、二等奖49

项、三等奖30项，共计99项。其
中，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副院长刘铁芳教授的《什么
是好的教育： 学校教育的哲学
阐释》一书荣获一等奖。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省社科联第八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 杜家毫讲话

推动主流思想理论走进群众心灵深处

记者从湖南省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第八次代表大会获悉，
经过专家评选，欧阳峣被评为湖
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
家， 白晋湘等4人被评为湖南省
第六届优秀社会科学专家，刘中
望等5人被评为湖南省第四届优
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湖南师范
大学欧阳峣教授被评为“有突出
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这是自
2009年该称号设立以来，我省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专家。

欧阳峣教授现任湖南师范
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
导师。主要研究发展经济学、国
际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 主持
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
目3项、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重
大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2项； 在《中国社会科学》
《经济研究》等顶级期刊发表论
文130余篇；荣获世界政治经济
学杰出成果奖、 安子介国际贸
易奖、 湖南省社科成果一等奖
等奖励， 先后入选国家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 全国文化
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在
2014年中央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公布的国家“万人计划”
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名单中， 他成为湖南省高校和
科研机构的唯一入选者。

欧阳峣教授兼任大国经
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期研究大
国经济发展理论与战略问题，
先后主持国家级科研项目 30
多项。 ■记者 黄京 陈舒仪

链接

刘铁芳教授社科著作获一等奖

人物

欧阳峣获评全省首位
“有突出贡献的
社会科学专家”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省
扶贫办对外公示了我省2018年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 候选人名
单，湖南搜农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
经理欧阳婕妤等人上榜。公示截止
时间为2018年10月1日24:00。可
登录“湖南微扶贫”微信公众号、
湖 南 省 扶 贫 办 官 网（http:
//hnsfpb.hunan.gov.cn/）和华
声在线网站（http://www.voc.
com.cn/）查看。

在全力推进脱贫攻坚的伟
大实践中， 我省社会各界人士
积极响应，主动参与，涌现出了
一大批先进扶贫人物。 为挖掘
扶贫济困楷模， 进一步引导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脱贫攻坚，从
2016年开始， 经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同意，省扶贫办、湖南日
报社联合组织开展“百名最美
扶贫人物” 评选表彰活动。

本届 “百名最美扶贫人
物” 评选对象为参与扶贫的非
公企业人士、社会组织人士、农
村致富带头人和社会爱心人
士。 评选活动采取组织和群众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荐， 由评
审委员会评选出候选人并进行
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正式
表彰对象，并在“扶贫日”期间
向获奖人员颁发荣誉证书。

■记者 奉永成

“百名最美扶贫人物”候选人名单公示
可登录“湖南微扶贫”微信公众号、省扶贫办官
网查看

9月27日， 湘剧
名家在演唱湘剧高
腔———毛 主 席 诗 词
《满江红》。当晚，由省
委宣传部、省文化厅、
省文化艺术基金会等
单位主办的“盛世华
诞·湘韵流传”湖南湘
剧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69周年演唱
会， 在湖南大剧院上
演。演唱会分为3个章
节，10多位湘剧名家
依次登场， 为观众带
来一场湘剧盛宴。

傅 聪 龙 文 泱
摄影报道

盛世华诞
湘韵流传

中共中央决定

追授姜开斌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