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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
规划建议稿将审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
决定十九届五中全会10月26日至29日召开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 9 月 28 日召开
会议，研究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重大问题，审议《中
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
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召开。

“十三五”
规划目标任务即将完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和网
上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
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十九届五中全会
审议。
会议认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开门问
策、集思广益，广泛听取了党内外各方面意见和建
议。这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系列座谈会，
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方面和
党的十九大代表对建议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建
议稿主题鲜明、立意高远、目标明确、措施有力，同
时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建议稿充分吸收

了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意见建议和群众期待、专
家意见、基层经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生
动实践。
会议强调，
“ 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决胜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
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特别是面对新冠肺
炎疫情严重冲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审时度势、沉着应对，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
民砥砺前行、开拓创新，奋发有为推进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 十三五”规划目标任务即将
完成，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
的大台阶。

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会议指出，推动“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能力
和水平。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
地位，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必须构
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
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开
放，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

社会积极性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必须坚持系统
观念，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要健全规划制定和落实
机制，确保党中央关于“十四五”发展的决策部署
落到实处。
会议强调，制定出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工作条例》，是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对全面加强党的
领导和党的建设，坚定不移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事业推向前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条例》对党中央
的领导地位、领导体制、领导职权、领导方式、决策
部署、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定，为加强中央委员
会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
会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
会的组成人员要带头执行党章和《条例》等党内法
规，带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带头从严要求自己，为全党同志作表
率。各地区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贯彻
《条例》精神的政治自觉，确保《条例》精神和要求
落实到党和国家各项工作中去。

习近平将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据新华社电 9 月 30 日是国家设立的
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
直播。

习近平同古巴领导人就中古建交60周年互致贺电
据新华社电 9月28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古巴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主
席迪亚斯－卡内尔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
国建交 60 周年。
习近平在致劳尔·卡斯特罗的贺电中
指出，古巴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
家。建交 60 年来，中古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的考验，历久弥坚。中古政治互
信不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同
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两国传统友谊得到升华。我非常珍视
中古特殊友好关系，愿同你保持密切沟通，
以两国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古做永
远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
习近平在致迪亚斯－卡内尔的贺电中
指出，建交 60 年来，中古相互理解、相互信
任、相互支持，结下深厚友谊。近年来，中
古友好合作全面深入发展，积极共建“一带
一路”，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古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同舟共
济、守望相助，谱写了两国人民友谊新篇
章。我高度重视中古关系发展，愿同你一
道努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
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劳尔·卡斯特罗在贺电中表示，古巴是
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并始终与

兄弟的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保持真
挚的友谊。古方感谢中方的坚定支持，并
深信历经六十载的古中友谊必将世代相
传、万古长青。
迪 亚 斯 － 卡 内 尔 在 贺 电 中 表 示 ，古
中 亲 密 友 谊 历 经 岁 月 考 验 ，双 方 一 直 把
对方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视作
自 己 的 成 就 。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古 中
两 国 均 致 力 于 团 结 协 作 、集 中 资 源 拯 救
生命，并采取科学防控举措，开展国际合
作 。 我 们 愿 不 断 巩 固 古 中 传 统 友 谊 ，拓
展各领域合作。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古巴总理
马雷罗也互致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
建交 60 年来，两国关系快速发展，各领域合
作不断推进，不仅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而
且对中拉关系发展产生积极影响。中古在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患难与共、守望
相助，两国传统友谊进一步深化。中方高
度重视发展中古关系，愿同古方一道，继续
发扬两国友好传统，巩固政治互信，不断丰
富两国互利合作内涵和成果，携手共建“一
带一路”，继续推进抗疫合作，推动新时期
的中古关系行稳致远，不断迈上新台阶。
马雷罗代表古巴政府和人民向中方致以最
热烈的祝贺并表示，古方愿继续深化两国
经贸合作，并将其提升至更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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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名志愿军老兵结束长沙疗养陆续回家
本报长沙讯 “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这是保健药（品），不是治病的（药），回去要
用的时候一定看说明书。祝大家身体健康
啊。”9 月 28 日上午，在湖南省荣军医院欢送
会上，51 名抗美援朝老战士们结束为期 9 天
的短期疗养，准备回家。医护人员向他们
每人赠送一个药品箱，里面有感冒药、创可
贴、舒筋活血胶囊等。
拿到药品箱后，84 岁老兵代表张发科
发言：
“ 你们（医护人员）在疫情中冲锋，我
们深受感动。我们没有什么回馈你们，只
能表示感谢。我们回去以后，一定保持部
队的光荣传统，退伍不褪色。”
本次疗养由湖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组
织，51 名老兵来自全省 14 个市州，平均年龄
88 岁，其中最大年龄 96 岁，最小 84 岁。自 9
月 21 日来到医院，他们先后参加了健康体
检，观看了文艺汇演、红色电影，还参加了
游韶山、参观雷锋纪念馆等活动。在平时，
他们住在医院的短期疗养中心，两人一个

房间，里面独立卫生间、电视机、衣柜各种
设施一应俱全。老兵们一天的生活除了睡
觉和定时三餐，还有很多休闲生活。记者
在医院看到，他们在各自房间有的听戏，有
的看电视，也有人在娱乐室下象棋……
90 岁的包良海和 88 岁的杨洲林都来自
湘西泸溪县，当年一同参加抗美援朝，是同
一个连的战友。这次疗养两人住在一个房
间，再次相聚。
“我是炮兵，他是步兵。打仗
的时候，他在前面，我在后面放炮掩护。”包
良海说。两人参战 3 年，打过两次战役。包
良海说，其中一次战役部队打防御战，美军
三次冲锋都被他们打退。
“ 他们投降的投
降，逃跑的逃跑，死的死，伤的伤。半天时
间里打了一个胜仗。
”
谈到这几天的生活，杨洲林指着自己
床头的一袋橘子，
“（这是）他们送的，
（他
们）每 天 给 我 验 血 。”包 良 海 补 充 说 ：
“他
们天天送吃的，检查身体，把我们照顾得
很好。”
记者於广强

记者在扶贫一线

捕鱼迎
“双节”

9 月 28 日，
常宁市官岭镇西塘村的村民将刚捕获的鱼投放进鱼筐。
国庆、中秋“双节”将至，衡阳市常宁市官岭镇西塘村的村民于 9 月 28 日开启捕鱼作业，丰富“双节”
期间的菜篮子。
图/新华社

辉煌
“十三五”奋进新时代

能开进卧室的挖掘机网上热卖
湖南传统工程装备企业
“十三五”
期间不断进行技术创新，
数字化
“出海”
开栏的话
今年是
“十三五”
收官之
年。回眸这五年，
省委省政府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
院决策部署，
深入践行新发展
理念，
大力推进创新引领、
开
放崛起战略，
全省经济建设、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
社会建
设、
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
效，
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
小康取得决定性成就。
本报从今天起开设
“辉煌
‘十三五’奋进新时代”
专栏，
深入报道这五年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成就，
人民生产生活发
生的喜人变化，
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取得的显著成果。

本报长沙讯 宽度仅 0.99 米，可直接开进卧室
里；功能多达 20 余种，可整理私家花园、拆卸卧室
地板、开啤酒瓶、穿针……日前，在山河智能联合阿
里巴巴国际站举行的首次全球直播活动上，山河智
能首款发布的 17U 型小微挖掘机在网上一经推出
即收获了 500 多份订单。这也是山河智能推出的
首款“互联网专供”的小微挖掘机。
从 2015 年开始，一场以智能化为标签的行动
“席卷”湖南制造业领域。一些传统制造业“老树发
新芽”，各项指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湖南工
程机械企业代表之一，山河智能也经过考察，结合
自身实际，引进数字化工厂理念，对厂房进行智能
化改造，
“智能制造”也成为了山河智能等企业实现
突破发展的决胜力量。
山河智能始终坚持山河特色的先导式创新理
念和模式，创造了国内多项第一，其中很多是在“十
三五”期间完成的。2017 年，推出全球最大步履式
旋挖钻机 SWDM600；2018 年，国产首款全复合材
料五座飞机——山河 SA160L 成功首飞；2019 年，推
出国内首批洞内互换式土压/TBM 双模盾构机。
先导式创新是山河智能发展的内核，是山河智
能取得今日巨大成就的源动力。2019 年，山河智能
产销两旺，订单不断。2020 年初，在疫情影响下，山
河智能长沙工厂 2 月 6 日正式复工复产，长假期让

本社地址：湖南省长沙市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

订单生产压力大增，而厂房智能化改造后效率的提
升，
成为了山河智能应对当前局面的制胜法宝。
机器人在流水线上高速运作，收放自如，工人
只需在电脑显示屏前进行“人机对话”，监控机器运
行状况，无人车就能自动拣配物料……这已经是山
河智能工业城挖掘机焊接车间里的常态。
山河智能智造中心常务副主任刘潇介绍，在山
河智能工业城挖掘机事业部机器人焊接车间，5 台
焊接机器人为一个单元，只需 6 个工作人员轮流值
班，相比传统焊接生产线需要 15 人工作，大幅度降
低了人工成本。同时，焊接机器人生产效率从传统
人工每月 600 台提升到了 1000 台。
智能化改造后，企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降低
了企业生产成本。据了解，山河智能旗下一家零配
件公司通过和主机企业打通上下游信息流，实施信
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后，及时交付零配件由原
来的 15 天左右降至 8 天，产品未完结工单由原来的
10%降低到了接近 0；材料通过软件设计，利用率提
升了 3%，
年节约成本 500 万元左右。
顺应智能时代技术和产业发展趋势，湖南“十
四五”期间将围绕 20 个新兴优势产业链，建成 20 个
左右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制造业智能制造“标杆企
业”
，
推动 2000 家中小企业实施智能化改造。
记者陈张书 通讯员杨成哲 陈晖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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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给村民买来鸭子喂养
本报湘西讯 从年初的疫情防控，到
带村里弱势群体进城办证，再到最近秋收
帮村民收稻子，只要是帮助老百姓的事情，
向支雄都会认真办好；另一方面，他自己也
是个残疾人，二十多年前因工伤一只眼睛
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只有 0.2，几年间他
曾经在工作岗位上晕倒了几次……
向支雄，
是湘西古丈县供销联社驻该县
坪坝镇张家村扶贫工作队副队长，
已经在村
里工作 4年。
9 月 24 日，古丈县近期难得的晴天，潇
湘晨报记者驱车赶到了张家村。村民张胜
勇说，最初和向支雄打交道，是和他一起运
村里的垃圾。向支雄一下车就拿着一把铲
子跳到垃圾堆里开始铲。
村民向记华说，村里有个 80 多岁的张
姓老人，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儿子去世得
早，孙子又还小，生活条件困难。向支雄走
访了解这一情况后，每年都会自己掏腰包，
给老人买来 30 只鸭子喂养，鸭子长大以后，

他一个鸭蛋也不肯收。
今年疫情期间，向支雄还没过完年就
回到了村里，和村里的干部一起推着一个
小音响，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知识，之后还背
起喷雾器在公共场所进行消毒，往往忙下
来，就到了晚上九十点了。
同时，向支雄还患有高血糖和低血压
症，有几次都晕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其中一
次被急救车送到医院才抢救过来。
向支雄是古丈县今年 332 名驻村扶贫
工作队队员之一。2014 年以来，714 个省、
州、县帮扶后盾单位参与古丈驻村帮扶工
作，累计派驻各级驻村工作队员 2381 人。
“我只是他们当中很平凡的一个。
”
对面
记者，
向支雄表示，
“其实我并没有做多少事，
做的只是很平凡的事情，
但老百姓就是这样，
即使你只做一点点，
他们也始终记在心里。
”
截至目前，张家村除几户兜底户外，其
余建档立卡贫困户已脱贫退出贫困户行
列。
记者曹伟 通讯员石立新 向竹利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组织61支招工小分队深入贫困地区
本报长沙讯 “以前在家种地靠天吃
饭，现在包吃住，一个月能赚 5000 多元，家
里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高英是湘西龙山
县洗洛镇人，父亲患脑膜炎后遗症，小妹还
在读书，全家生活靠母亲勉力支撑。从学
校毕业后，高英留在老家，靠种百合补贴家
用，但收入并不稳定。
今年 3 月，村干部找上门来告诉她，有
长沙市政府的招工队来村里招工。高英抓
住这个机会，在家门口报了名，通过面试
后，一辆包车直接把她从老家接到了工作
地点。
如今，高英每月收入稳定，不但可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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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家用，休息日还能去城里逛逛，
“ 这样的
生活以前想都不敢想。”
高英的就业，是长沙市近年来着力开
展劳务协作脱贫的一个小小缩影。一直以
来，深化劳务协作是长沙市扶贫工作的典
型做法。长沙已与全省 51 个贫困县（现均
已脱贫摘帽）签订劳务协作框架协议，形成
了重点帮扶对口地区、全面覆盖省内贫困
县的劳务协作体系。
今年疫情期间，组织 61 支招工小分队
深入全省贫困地区开展劳务招工，解决贫
困地区劳动力就业 12810 人，其中贫困劳动
力 2434 人。
记者张沁 实习生粟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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