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1月18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
求按时间表抓紧做好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实施国
内相关工作；部署提振大宗消费
重点消费和促进释放农村消费
潜力；确定适应消费升级需求支
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
听取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情况汇
报， 要求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提
高防灾和供水保障能力。

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高水
平制度型开放。日前签署的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体现了
亚太地区国家维护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的共同意愿。 建设这一世
界最大的自贸区有利于稳定产业

链供应链，造福相关国家人民。会
议要求有关部门按协定确定的时
间表加快落实，尽早兑现承诺，在
相互扩大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会议指出，消费是经济增长
的主引擎。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 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进一步促进大宗消费、重点
消费， 更大释放农村消费潜力。
一要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鼓励
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
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
乡和以旧换新，鼓励有条件的地
区对农村居民购买3.5吨及以下
货车、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
对居民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
准汽车并购买新车， 给予补贴。

二要促进家电家具家装消费。鼓
励有条件的地区对淘汰旧家电
家具并购买绿色智能家电、环保
家具给予补贴。三要提振餐饮消
费。 鼓励餐饮企业丰富提升菜
品， 创新线上线下经营模式。完
善餐饮服务标准，支持以市场化
方式推介优质特色饮食。四要以
扩大县域乡镇消费为抓手带动
农村消费。加强县域乡镇商贸设
施和到村物流站点建设。

会议指出，旅游消费潜力巨
大。为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旅
游业健康发展，会议确定了支持
“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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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成立30周年暨全国关心下一
代工作表彰大会11月17日至18日
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
要指示，代表党中央，向受到表彰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全国从事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老同志和关工委干部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是祖国的
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中国关工委成
立30年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团结带领广大老干部、老战士、
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离退休
老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促
进青少年健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
用。

习近平强调，广大“五老”是党
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加强青少年
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各级党
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关心下一代工
作的领导，支持更多老同志参加关
心下一代工作，使广大“五老”在关
心下一代的广阔舞台上老有所为、
发光发热，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

部长黄坤明在会上传达了习近平
的重要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副总理孙春兰在会上讲话指出，关
工委成立30年来，为促进青少年健
康成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希望各级
关工委和老同志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关心下一代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指示，弘扬“五老”精神，
发挥老同志的特长和优势，深入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积极参与学校教
育教学活动，促进青少年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
视关工委工作，广泛宣传老同志的
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支持老同志
老有所为、发光发热。

会议总结了关工委30年来特
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的工作
成绩和体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
意见。中国关工委、中央文明办联
合表彰北京市西城区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等593个先进集体和
1907名先进个人。 受表彰代表在
大会上发言。 ■据新华社

习近平就做好关心下一代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支持更多老同志参加关心下一代工作

本报11月18日讯 今天上午，
省委召开省级领导干部会议，传达
学习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
谈会和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
议精神， 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上，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省委副书记乌兰分别传
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会
议有关精神。

杜家毫指出，对长江经济带发
展每两年开一次会，组织一次“回
头看”， 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和党中央说到做到、一抓到底的作
风定力。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
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与总
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
起来， 深刻把握推动长江经济带
“六个新”“主战场、 主动脉、 主力
军”的总体要求和五个方面重点任
务，结合湖南“十四五”规划编制谋
划制定具体举措。要把修复长江生
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以“一江
一湖四水”系统联治为重点，统筹
抓好长江流域江河湖库系统性保
护和修复， 打好污染防治持久战、
水安全保卫战，统筹推进长江岸线
治污治岸治渔，落实长江“十年禁
渔”， 力求在恢复生物多样性上取
得新进展。要加快综合交通运输体
系建设，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突出
抓实体经济、绿色经济，扎实推进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支持岳阳
创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
在推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上开辟新路径。要加强组织领导和
统筹协调，省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

小组要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各级党
委政府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责任
担当，一张蓝图干到底。

杜家毫强调， 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法治思想上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
统一， 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省的
领导， 充分发挥依法治省委员会
牵头抓总作用，对标中央精神、结
合湖南实际，谋划好“十四五”全
面依法治省工作规划， 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 着力解决法治领域人
民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 以良法
善治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
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完
善党委领导、 人大主导、 政府依
托、社会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坚
持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
界限， 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
革，突出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加
强法治乡村建设， 不断提升全民
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 要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不断提高
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
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防范风险的能力，党政
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第
一责任人职责，压实各级各部门法
治建设责任。 要加强理想信念教
育， 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
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加强律师等
法律服务队伍建设，优化法治人才
资源配置，打造一支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法治工作队伍。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本报11月18日讯 11月30
日至12月3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将在长沙
召开， 拟审议8件法规草案。今
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
行媒体座谈会，相关法规经办人
就拟审议的法规草案介绍相关
情况。

驾驶校车等
24小时内不得超8小时

记者从会上获悉，拟审议的
8件法规草案中， 三次审议的3
件，包括《湖南省宗教事务条例
（修订草案）》《湖南省警务辅助
人员条例（草案）》等；二次审议
的4件，包括《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办法修正案（草案）》等；初次审

议的1件，是《关于<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办法>等八件地方性法规修正
案（草案）》。

省人大法制委二处处长易
峥嵘介绍， 在即将二次审议的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办法修正案
（草案）》（下称：二次审议稿）中，
对旅游包车、 城市公交客运班
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等“两客一
危”重点车辆的道路交通安全增
加规定，并明确疲劳驾驶的认定
规则。二次审议稿在第六条增加
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达到4小
时的，应当停车休息，休息时间
不得少于20分钟。 驾驶危险货
物道路运输车辆、 班线客车、包
车客车、 旅游客车或者校车，在
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不得超

过8小时， 晚十时至次日晨六时
连续驾驶时间不得超过2小时。

高速公路相邻路段
限速差不大于20公里

不少市民在高速公路上开
车都经历过“断崖式降速”和“忽
高忽低式限速”的情况，针对高
速公路相邻限速标志之间的限
速差太大，很容易违章，导致扣
分、罚款等问题，二次审议稿与
交通运输部今年通过的《公路限
速设计规范》相衔接，在第十四
条增加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按照
道路条件、车流状况等因素分车
道、 分车型合理设置限速标志。
相邻两个限速路段的限速差不
大于20公里。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廖静旋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30日开幕 拟审议8件法规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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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召开省级领导干部会议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统筹推进长江岸线治污治岸治渔
着力解决法治领域反映突出问题

这是从英国回归的部分文物（资料照片）。记者从国家文物局1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1月以来，国家文物局与外交、海关等
部门紧密合作，在我驻英国使馆大力支持下，克服疫情的不利影响，
近期成功将流失英国25年的68件走私文物追索回国。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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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 确定支持“互联网+旅游”发展的措施等

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