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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刘瑾报道：
7 月 25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省 （区、
市） 系列新闻发布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在会上介绍，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取得了令人自豪的
辉煌成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三
湘大地处处旧貌展新颜。

杜家毫在介绍湖南发展情况时表示，湖
南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 年的27.81 亿元跃升
到2018年的3.64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从 1952 年的 86 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5.29 万
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提出的重要指示精
神，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
史性变革。

“湖南经济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
到国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非公有制
企业数量占到全省比重达90%以上，非公有
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
近60%，创新创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杜家
毫表示，湖南在“一穷二白”、底子薄弱的基
础上建立起门类齐全、实力较强的现代工业
体系，工业增加值达到去年的 1.19 万亿元，
为 1952 年的 1885 倍，形成了 3 个万亿级产
业、11个千亿级产业、20条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

“如今，创新开放的湖南正在加速融入世
界。”杜家毫表示，70 年来，湖南从计划经
济到市场经济，从“关起门来搞建设”到高
水平引进来、走出去，创新开放不断迈向新
台阶、取得新进展。创新方面，湖南先后涌

现出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磁浮技术、
“海牛号”深海钻机等世界先进科技成果。

在开放方面，三分之一以上的世界 500
强企业在湖南有投资，开放平台数量居中部
第一。湖南成功举办了首届中非经贸博览
会，共有 53 个非洲国家及 10 多个国际组织
和机构参会，推动签署81项合作文件、成交
200余亿美元。

杜家毫表示，湖南扶贫工作也有明显突
破。从2012年底到2018年底，湖南累计减少
贫困人口684万人。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
高速公路覆盖全
省98%的人口，高
铁通车里程位居
全国前列，城镇化
率 由 1949 年 的
7.9%提高到去年
的56.02%。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吴佳佳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25日发表《平等、参与、共享：新
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全面系统
介绍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努力促进和保护残
疾人权利和尊严，保障残疾人平等参与政治、
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情况。中国有 8500
万残疾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在建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
中国政府本着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关心特殊困难群体，尊重残疾人意愿，
保障残疾人权利，注重残疾人的社会参与，推
动残疾人真正成为权利主体，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参与者、贡献者和享有者。

“70年来，中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残疾人事业发展道路。”国务院残工委副主
任、中国残联主席张海迪在国新办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解读白皮书内容时指出，新中国
成立后，残疾人获得平等地位，享受应有的公
民权利和义务。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实施了一
系列发展残疾人事业、改善残疾人状况的重大
举措，残疾人事业由以救济为主的社会福利工
作，逐步发展成为包括康复、教育、就业、扶贫、
社会保障、维权、文化、体育、无障碍环境建设、
残疾预防等领域的综合性社会事业。党的十
八大以来，残疾人“平等、参与、共享”的目标得
到更好实现，残疾人事业整体发展水平迈上新

台阶。
“70年来，我国残疾人权益保障机制不断

完善。”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表
示，将残疾人事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是我国残
疾人权益保障的特点之一，从“十一五”到“十
三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分别设立了

“保障残疾人权益”“加快残疾人事业发展”“提
升残疾人服务保障水平”专节，国务院先后颁
布了 7 个残疾人五年发展规划，从 2009 年开
始施行的三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都规定了残
疾人权益保障的任务、要求和完成指标。

到 2020 年，残疾人群体的脱贫任务能否
如期实现？中国残联副主席、副理事长程凯表
示，残疾人小康进程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进展。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以来，我国将
600 多万农村残疾人纳入贫困残疾人建档立
卡范围，截至去年年底，这一数字减少到 170
万左右。“今明两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大保障性
扶贫力度，不仅要努力让建档立卡的贫困残疾
人脱贫，还要努力让他们解困，努力解决好他
们面临的特殊困难和特殊需求，保证他们如期
摆脱贫困，确保一个人不掉队。”程凯说。

形成3个万亿级产业、11个千亿级产业、20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三湘大地处处旧貌展新颜

《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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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成为退役军人工作寻求突破、

也必须突破的金钥匙。
回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擘画的深化退役军人工
作改革的脉络十分清晰——

2015 年，在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国家层面加
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障工作的组织领
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制
度。”201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审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军队
转业干部安置工作文件时，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军转干部安置工作的出路在于深
化改革。”

改革率先从组织机构开局起步。改
革就要改组架构，整合力量，攥紧拳头，形
成合力。

2017年10月18日，庄严的人民大会
堂，党的十九大隆重召开，习近平总书记
在报告中宣布：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
构。2018年3月12日，在出席十三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
团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
声：“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对于更
好为退役军人服务、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具有重要意义，要把好事办好办
实。”2018年3月1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
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
革方案的决定，退役军人事务部正式批准
组建。

1个月后，2018年4月16日，退役军
人事务部挂牌成立。之后，退役军人事务
系统改革梯次接续、前后衔接、压茬推进，
截至 2019 年 3 月底，全国县级以上退役
军人事务厅局全部挂牌运行。

与此同时，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各级退役军人事务机构和服务中
心（站）抓紧建立和完善，并根据“有机构、
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有保障”的要求，
加快实现全覆盖。经过努力，一个横向到
边、纵向到底的退役军人服务体系已经初
步形成。

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是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谋划设计、部署推动的大战略、大手
笔；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经济建设和国防
建设融合发展作出的重大决策，是促进国
防和军队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

伴随这一历史性步伐，退役军人工作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擘画蓝图，着眼长远做好顶层设计——

“要把退役军人事务全面抓起来”

退役军人工作谁来做？做什么？怎
么做？

这些问题，涉及退役军人工作的目标
和方向，是退役军人工作的根本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做好退役军人工
作作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新时代
退役军人工作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

“军转安置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
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重要力量。”——阐明了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的重要意义。

“组建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机构，维护
军人军属合法权益，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
崇的职业。”——指出了新时代退役军人
工作的目标任务。

“要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军队建设
服务的方针，贯彻妥善安置、合理使用、人
尽其才、各得其所的原则，推进退役军官
安置管理保障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制度
创新，逐步完善服务保障体系和相关政策
法规。”——确立了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
的方针原则。

“在国家层面加强对退役军人管理保
障工作的组织领导，健全服务保障体系和
相关政策制度。”——提出了新时代退役
军人工作的总体要求。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

这些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退役军
人工作的基本问题，立起了统领建设的
魂、指导工作的纲。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航掌舵下，退役军人工作系统扬帆起航、
乘风破浪，勠力同心、砥砺前行，交出了一
份凝结着汗水的成绩单：

——多项政策相继出台。在退役军
人党员组织关系转接管理、退役士兵安置
等领域，已出台了12个政策文件。下一
步还将着手制定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

——安置任务有效落实。2018 年，
完成了8.2万名军转干部安置任务，共接
收安置 40 多万名退役士兵，其中 4 万多
名符合政府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安置任
务基本完成，实现了123家中央企业接收
安置退役士兵全覆盖。完成了9600多名
军休干部和退休士官安置任务，超额完成
30.4％。

——就业创业大力推动。会同军地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2018年，
全国各地共组织专场招聘会 1400 多场
次，提供就业岗位60多万个。

——服务保障重点落实。重点优抚
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提标时间由 10 月
1 日 提 前 到 8 月 1 日 ，平 均 提 高 幅 度
10％。同多家银行签署拥军优抚合作协

议。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家庭悬挂
光荣牌 3958 万块。部署开展了退役军
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工作，目前
已采集信息 3900 多万人，全国统一、上
下联动的退役军人信息数据库和管理平
台正在建设中。

……
展望未来，退役军人工作将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的指引下，高扬风
帆、破浪远航。

尊崇关爱，万千家庭感到荣光——

“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2019年5月20日，山西一个偏远的
山区。在外务工的王宁接到母亲的电话，
说乡里的领导为他们家挂上了光荣牌。
王宁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往家赶，回到家
天已擦黑。当他在月光下看到金灿灿的
光荣牌，顿时泣不成声。他在一封感谢信
中说：“我深知，光荣牌不只是一块普通的
牌子，更是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给予退役军
人的最高荣誉和莫大关怀！”

小小光荣牌，分量重千钧。在习近平
总书记心中，老兵的位置很高，很特殊。

95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西北野战
军一名战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
死一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
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获得

“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 年转业时，
他服从组织安排，到湖北省最偏远的来凤
县工作，在贫困山区一干就是一辈子。
60 多年来，张富清尘封功名，直到 2018
年底，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他的事迹
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才重现在人们
面前。

了解张富清同志的先进事迹后，习近平
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
本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
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
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部
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积极
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
代的强大力量。

2019 年 6 月中旬，中宣部授予张富
清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在全社会掀起一
股学习热潮。

对千千万万为国牺牲的英烈、浴血奋
战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时刻牵挂于心。
总书记强调：“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
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
锋。”

2015年9月2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70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30名代表
颁发纪念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
情的话语响彻会场：“我们要铭记一切为
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雄们，
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
雄，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推动之下，国
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确定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让中华民族在每一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共同铭记历史、缅怀英烈。

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革命
烈士陵园、山东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淮海战役烈士纪念
塔、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等地，都留下了
习近平总书记缅怀英烈的足迹。201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祭扫援坦
中国专家公墓缅怀先烈时题词：“烈士精
神永励后人，中坦友谊世代传承。”2019
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朝鲜进行国事
访问期间，专程参谒中朝友谊塔，缅怀中
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并在题词簿上题词：

“缅怀先烈，世代友好”。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拥军优属、拥

政爱民工作。1991 年 1 月，新中国成立
以来的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在福州
召开，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赋
诗《军民情·七律》：“挽住云河洗天青，闽
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
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
同深。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
军。”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对双拥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坚如磐
石的军政军民团结，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
艰难险阻、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
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双拥
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军地合力，军
民同心，我们就一定能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这些谆谆话语，蕴含着习近平总书记
的深情厚爱，在全社会掀起了尊崇英烈、
关爱退役军人之风，千万家庭受到尊崇、
感到荣光。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最美退
役军人”评选热潮，退役军人先进典型的
故事传遍大江南北，全社会对退役军人的
认识和情感又深厚了一层……

征程万里，初心如磐。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退役军人工
作的壮阔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文/梅世雄 卢晓琳 周燕红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本是酷暑时节，经济日报记者来到四川省
冕宁县彝海镇彝海村的湖边时，却感到丝丝清
凉。这是一个以生长细鲤鱼闻名而被称为“鱼
海子”（彝语叫“乌勒苏泊”）的高山淡水湖，许
多人又把它叫作“彝海”，湖水清澈如镜，古木
横卧湖面，山林倒映水中。

这里正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段佳话——“彝
海结盟”的发生地，结盟仪式就在海子边举行。

“爷爷见到刘伯承并与之交谈后，切切实
实感到红军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尊重彝
人、实现平等自由，让受欺压的少数民族站起
来自己管理自己，这些都说到了爷爷的心坎
上。”小叶丹的孙子沈建国告诉记者，小叶丹
作为当时彝族一个家支的头人，很关心自己
的族人，希望他们能够过上好的生活，而不是
三天两头跟国民党打、跟其他家支打。“刘伯
承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小叶丹，他认为刘伯承
值得信任，愿意生死相依、下定决心结盟。”沈
建国说。

史料记载，由于结盟是临时安排的，仪式
很简单却又很庄重。按照彝族的习惯，由毕
摩（彝族宗教仪式主持人）沙马尔各念了咒

语，用刀将一只大公鸡顺着脖子向下剖开，让
鸡血滴进刘伯承从腰带上解下来、装上了湖
水的一个旧茶缸子里，然后由结盟人喝“血
酒”发誓。刘伯承与小叶丹并排跪下，面对蔚
蓝的天空和清澈的湖水，刘伯承先端起“血
酒”，大声发誓：“上有天，下有地，我刘伯承与
小叶丹今天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
天诛地灭。”说罢，他便喝了茶缸里的“血
酒”。小叶丹端起“血酒”激动地说：“我小叶
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如有三心二意，同
此鸡一样死。”说罢，将剩下的“血酒”一饮而
尽。刘伯承当众将自己身上带的小左轮手枪
和其他战士的几支步枪送给小叶丹。小叶丹
将自己的骡子送给刘伯承。

“红军说话诚恳、态度和蔼、纪律严明，他
们为穷人打天下，此来不打扰彝族同胞，只是
借路北上。彝人听了怎能不感动？怎么忍心
对这支队伍开枪、去阻挠？”结盟见证人沙马尔
各的孙子沙马依姑在彝海边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

“彝海结盟”发生的时间是1935年5月22
日下午。5月23日在冕宁县城，毛主席接见了

一位彝族代表果基达涅，向他了解彝族情况。
“曾爷爷当时住的地方离县城很近，他跟

冕宁的地下党组织有着密切联系，接受了党和
红军的思想理念。”果基达涅的曾孙子沈国才
说，毛主席接见时把党的民族政策讲得很清
楚，党和红军是为穷苦人谋幸福的，是反对国
民党残酷统治的，彝汉人民都是兄弟骨肉。“曾
爷爷就更加信任红军了。他向毛主席介绍了
彝族的风俗习惯、各家支的势力范围和各头人
的情况等，并帮助红军联系彝族头人，希望他
们一起来帮助红军、护送红军，为红军顺利通
过彝区奠定了基础。”沈国才说。

正是党和红军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
成就了“彝海结盟”，从而使得红军能够和平顺
利地通过彝族区，为抢渡大渡河、粉碎蒋介石
围歼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战略企图赢得了宝
贵的时间。

如今，这种“信任”关系还在彝海边延续。
据彝海村党支部书记马强介绍，现如今村里的
民族团结工作也做得非常好，“虽然这里是彝
族聚居区，但是现在嫁出去的或是当地人娶了
外地媳妇的现象越来越多。”

“ 彝 海 结 盟 ”传 佳 话
——来自四川省冕宁县的报道

奋力开创新时代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近年来，制造业大省浙江全力推进制造业
“智造”转型，而国家实施的大规模减税降费政
策，正在为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注入活力。

随着投资1.99亿元的数字工厂落地，利欧
集团浙江泵业有限公司迎来了水泵“智造”时
期。“近年来，国家出台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
我们享受到一年近2000万元的税收优惠。接
下来，公司还将继续改造建设，年底会陆续安
排6.4亿元资金进行智能制造改造。”董事长王

相荣对记者说。
在减税降费利好不断释放的环境里，浙江

数以万计的企业奔跑在转型发展的路上。
“钱江摩托联手哈雷戴维森推出新款机

车，预计2020年上市。”记者在钱江摩托这家
老牌摩托车制造企业采访时，钱江摩托法定代
表人余瑾介绍，这几年，钱江摩托心无旁骛加
快产品创新，积极拓展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减税降费政策的落地。“从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到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到固定资产
加速折旧一次性扣除，再到增值税税率降低，
减税降费为企业带来了真金白银。我们把这
部分资金投入到生产技术改造、新产品研发和

核心技术攻关上了。”据余瑾介绍，围绕“百亿
钱江”战略规划，公司启动了新工厂的建设，加
大自动化设备改造力度。

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优惠政
策落地，浙江的创新发展之路正越走越坚实。
在去年淘汰企业落后产能1733家、整治“低散
乱”企业 36179 家的基础上，今年浙江继续通
过政策引导，奖优罚劣，淘汰落后产能，整治

“低散乱”企业和小作坊，培育发展一批“走出
去”制造业代表企业，争创浙江产品在海外的
品牌优势。

“绿色生产、高端品质，是我们国际竞争
力的根本所在。”台州富岭塑胶有限公司负责
人江桂兰说，“持续提高餐具生产的环保性和
能源利用率是我们转型的重点。今年增值税
税率下降后，预计全年新增退税 300 万元。
此外，税务部门的服务也更加高效，目前我们
办理出口退税仅要 2 天，进一步降低了企业
的资金成本，为转型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现金
流。”

浙江：减税降费“护航”转型升级
本报记者 彭 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