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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

A02

扫码查看
我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

首条低空旅游航线开通

克难攻坚，
全力办好湖南的事

我省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精神，
许达哲毛伟明分别作传达
本报长沙讯 16 日上午，我省召开会议，传
达学习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精神。省委书记
许达哲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式
上的重要讲话并强调，要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
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讲话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
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
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湖南力量。
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毛伟明传达了王沪宁同志
在研讨班结业式上的总结讲话。
许达哲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研讨班开班
式上的重要讲话，极大深化了我们党对共产党
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
规律的认识，必将有力推动全党步调一致朝着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
贯彻落实。
许达哲强调，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历史
方位，立足新发展阶段谋划和推动全省各项工
作。坚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
发，
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用发展的办法破
难题，坚持把新发展阶段放到“两个大局”中去
理解把握，
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
爬坡过坎、
克难
攻坚，全力办好湖南自己的事。要切实遵循我
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坚定不移贯彻新发
展理念。紧紧抓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
兴这一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用心用情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紧紧
盯住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切实以新发展理
念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
势；
紧紧把握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
坚持政治

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坚持
以新发展理念认准方向、找准路径、校准偏差，
实现更高质量、
更有效率、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更为安全的发展。要正确理解我国经济现代化
的路径选择，找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着力点和
突破口。牢牢抓住科技自立自强这个战略支
撑，
建好用好各类科技创新平台，
努力解决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打通产业链断点
堵点难点；
牢牢抓住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建
立健全扩大内需的有效制度，正确把握扩大内
需的实践要求，把加强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
革统筹起来，
加快释放内需潜力。
许达哲强调，要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
略，扎实推动建设现代化新湖南开好局、起好
步。认真贯彻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和省委
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正确处理好当前与长远、

战略与战术、供给与需求、质量与规模、政府与
市场、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与
安全等关系；大力实施先进装备制造业倍增等
“八大工程”，重点实施好基础研究发展、创新
主体增量提质等“七大计划”，加快创新型省份
建设、自贸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长株潭一体
化，推动“三高四新”战略实施取得实质性突
破。要加强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
领导，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
执行力，提高战略眼光、坚持系统观念、强化战
略思维、抓好战略执行，善于用专业思维、专业
素养、专业方法应对处理各种问题和风险挑
战。当前，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切
实抓好开好各级年度民主生活会、省两会筹
备、疫情防控、安全生产、春节期间稳价保供等
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冒蕞 刘笑雪

年前给丈母娘买点水果尝个鲜

本 报 综 合 1 月 16 日 11 时 30 分 ，株 洲
芦淞通用机场跑道，两架轻型多用途飞机
满载乘客相继起飞，1 小时后将分别降落
常德桃花源机场和张家界荷花机场。这
是芦淞通用机场在全省率先获得 A1 级使
用许可证后，开通的全省首条固定低空旅
游航线。
根据《通用机场分类管理办法》，通用机
场分为 A、B 两类，只有 A 类才可向公众开
放，并提供飞行服务或自行开展飞行活动。
其中，A 类通用机场分为 3 级，A1 为最高级
别，可开展乘客座位数在 10 座以上的航空器
商业载客飞行活动。
“2020 年 12 月 22 日 获 颁 A1 使 用 许 可
证后，我们迅速吸引大型通航企业入驻，开
通了全省首条固定低空旅游航线。”株洲通
用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黄渊江介
绍，通用航空短途运输常态化飞行后，将打
造以株洲为中心的 1 小时交通圈，对提升当
地营商环境、助推文化旅游业等具有重要
意义。
执飞该航线的分别为“快线航空”提供
的 10 座 P750 多用途飞机和“英安通航”提供
的 17 座 Y12E 多用途飞机。肖学剑是当天
飞往张家界的乘客，他告诉记者：
“在手机应
用软件上就可以购票，换登机牌、过安检，全
程只用了 5 分钟，像坐公交车一样方便。票
价也只需要 199 元，
很超值。”
低空短途客运航线飞行高度距离地面
300 米，乘客可一边体验飞行的快捷，一边观
赏沿途美景。株洲芦淞通用机场正与省内
各民航机场、通用机场展开合作，配合通航
企业尽快开通株洲始发，前往铜仁、衡阳、邵
阳（武冈）、怀化等热门旅游地区的特色短途
客运航班。

红星全球农批中心开业，
不少市民前往购置年货

高校工训教师同台竞技
本报湘潭讯 1 月 16 日，由湘潭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湖南工程学院三所高校共同
发起的高校工训教师技能大赛，在湘潭大学
工程训练中心举办。本次比赛也是湖南省
高校首次举办的工训教师技能大赛。
本次比赛内容涵盖了数控铣、数控车、
普车、线切割、钳工、3D 打印等 6 个代表性的
工训项目。比赛以相应职业国家职业标准
中级技能的要求为基础，适当增加新知识、
新技术、新技能、新理念等相关知识，分工程
素养考核和实际操作两部分进行，其中工程
素养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20%，实际操作考
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80%。
比赛现场，数控铣项目的选手们先仔
细检查了一遍设备，后分析零件结构，再打
开建模软件开始编程，每一个环节一丝不
苟。相比较数控铣车间的有条不紊，钳工
车 间 多 了 一 股 热 火 朝 天 的 味 道 ，锉 刀 、钢
锯、砂布、小锤、细刷，工具换了一样又一
样，选手不一会儿大汗淋漓，他们纷纷脱去
了外套，轻装上阵。
3D 打印车间里选手熟悉题目后，开始
在电脑上构建零件的三维模型。这个项目
是一个精致的技术活儿，需要选手根据材料
和零件的实时情况，准确地微调模型参数。
选手们熟练地使用建模软件建好模型后，打
印机的喷头便如挤奶油一般把融化的材料
挤出，一层涂一层，一层印一层开始“印制”
零件。
通讯员王成奇 陈高兴 记者李楠

准备一些水果等年货带回
家过年，
是不少市民每年的必
选活动之一。带回的水果，
品
质自然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
带回对家人的思念。
昨日，
红星全球农批中心
开门迎客，不少市民赶来选
购。与以往不一样，
有的市民
对于今年是否返乡过年还没定
下来，
“先把水果什么的买好，
快递回去。万一不回去了，
也
能把心意带回家。
”

▲

1 月 16 日上午，红星全球农批中心水
果交易区内，
品尝草莓的小顾客。
图/记者谢长贵

国家信访局治理重复信访

声音一 给丈母娘选水果是必选项目之一

本报记者易思含 长沙报道
1 月 16 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
红星全球农批中心开门迎客。
长沙市民张先生在各水果店里逛来逛
去。他的目的只有一个，置办一些水果作为
年货给丈母娘拜年。每个春季前，张先生都
会去水果批发市场进行这项惯例动作。
今年有些不一样。以往他都是去老红星
水果批发市场，如今老红星水果批发市场搬
迁，
红星全球农批中心开业，
他自然来到后者
尝个鲜；
以往都是去丈母娘家里拜年，
但今年
因为疫情等原因，他还没定下来去还是不
去。
“ 不过，不管怎么样，先把这些东西置办
好，
就算人回不去，
心意到了也就好了。
”

逛在各大水果店的张先生，
手上有
一份选购清单，
香梨、
车厘子、
橘子、
草
莓……清单上写着选购名目和数量。
这是张先生的妻子写的。因为
张先生的妻子周六要值班，所以委派
了他来单独采购。张先生对这张清
单并不以为然，
“我老婆怕我搞不清，
所以写了这个。其实每年过年前，我
们都会来选购水果作为年货，好去丈
母娘家里拜年，我熟得很。”张先生
说，写这么多其实根本没必要。
张先生说，以往去老红星水果批
发市场购置年货不会这么早，一般是
春节前一两周，
“ 这不是新的水果市

场开业了吗，我老婆觉得价格上应该
实惠一些。”究竟要买多少水果？张
先生说，
“ 比如说去年，一辆七座的
SUV，把后面两排打平，全都塞满了
水果，象征着幸福美满。”
张先生说，今年还有一个特殊的
情况。如今很多地方都倡议在工作
地过春节，今年是否还去丈母娘家，
他心里还没定下。为什么不把岳母
接到长沙来过年？
“ 其实好几年都想
把她接过来，但老人家不愿意。”
张先生说，不管今年是否去丈母
娘家里，水果购置好以后会想办法先
寄回去，
“无论如何心意到了。
”

声音二 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心意

1 月 16 日上午，红星全球农批中心水果
交易区内，石师傅正在帮商家转运一批新疆
库尔勒香梨。
图/记者谢长贵

在国产区逛了一圈，发现并没有
收获的刘宇阳（化名），把目标定在了
进口区。
几天前，他了解到家门口将有一
家大型水果市场开业，购买樱桃的计
划被安排在了开业当天。
“我女朋友喜欢吃樱桃，也很喜欢
张若昀唐艺昕这对情侣明星。”刘宇阳
说，他听女友说过，唐艺昕爱吃樱桃，
张若昀为此特意在家中种上了一棵樱
桃树。
刘宇阳说，他希望心里的“备忘录
女孩”在拍拍肚皮，打个响嗝后，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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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惊喜感到心满意足。
记者在现场发现，随着 90 后逐渐
成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
“ 抓住年轻
人”
几乎是很多商家共同的认知。
仔细留意红星全球农批中心，能
从很多细节上，感受到店主制造的仪
式感。
“ 这货有点甜”
“520 果业”
“ 富贵
花开”……网红语言、土味情话相继被
店主选为店名。樱桃的包装也被精心
装扮在专门的礼品盒中。
不少店主表示，樱桃今年的价格
相对于往年便宜了不少，一箱樱桃的
批发价在 100 元到 200 元之间。

潇湘晨报大厦

邮编：
410004

商户说
大年三十前几天是最热闹的时候
水果店主王丹（化名）说，当天给他印象最深的是
前来选购水果的市民衣着。
“ 不少人应该就是附近的
居民，因为他们穿着睡衣，有些女生的头发也松松垮
垮的。
”
他说，新市场环境好很多，老市场容易堵车，感
觉这里的秩序更好。
“ 以前经常听到货车司机的抱
怨，比如今天又被划了，损失了好几百。”王丹说，老
市场由于道路不宽，卸货的车辆太多，车辆被刮很
常见。
在货车司机眼中，最大的挑战是需要尽快熟悉新
市场的每个角落，记住不同门店的位置。
记者注意到，新市场门店的卷闸门，多了很多同
样大小的通风洞。王丹表示，这更利于水果保存。在
他看来，店里放的水果越多，在客户眼里才会显得更
加专业。
记者跟王丹的聊天过程里，不断有市民来购买零
货。
“柚子一袋 15 个，一袋 85 元；沃柑一箱 40 斤，每箱
99 元。”这句话他反复说着。大部分顾客在听到价钱，
并且自己品尝过后，
果断选择了下手购买。
“就现在来看还是老市场卖得快，这和店主顾客
彼此间熟悉程度有关。”王丹说，虽然新市场交通更方
便，还利于外省的顾客来购买，但是也会在一定程度
上损失一部分客流，比如：骑着电瓶车的客户。
“ 对于
他们而言，远 5 公里和远 10 公里，区别还是很大的。
太远了，他们也懒得跑。
”
但谈及对新市场以及未来的经营是否有信心的
时候，王丹笑着说：
“ 怎么会没信心，肯定有信心呀。”
他相信等到一定时间后，一批新顾客成为老顾客后，
生意会比以前更好。
“现在期待的，还是大年三十前几
天，那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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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 16 日在京召开的
全国信访局长视频会议获悉，2021 年，国家
信访局将切实做好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
积案等重点工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
发展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服务保障。
据悉，2020 年全国信访形势继续保持平
稳可控的态势。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类
社会矛盾多发，全国信访系统充分发挥联
席会议机制作用，及时就地解决信访问题、
化解突出矛盾，广泛汇集反映社情民意，有
力维护了群众合法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
稳定。
国务院副秘书长、国家信访局局长李文
章在会上强调，今年信访系统要强力推进
“治理重复信访、化解信访积案”专项工作，
在确保治理化解进度的基础上，确保化解效
果经得起检验。
会议指出，对中央信访联席办集中交办
的重复信访事项，各相关地方和部门要逐案
落实化解责任，重点问题由党政领导包案牵
头解决。各责任领导和单位要盯紧目标、挂
图作战、倒排工期，确保完成目标任务。各
地各有关部门要一体推进解决问题、帮扶救
助、思想疏导等工作，依法按政策解决好群
众的合理合法诉求，把各种政策和方法用好
用足用到位，深入细致做好群众的思想教
育、情绪疏导、帮扶救助等工作，对已经化解
的事项要加强回访。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强
化跟踪督查问效，健全日常督办与重点督查
相结合的工作机制。
此外，今年国家信访局还将从健全信访
工作标准体系、完善信访业务各项制度规范
着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来信、走访、网
上投诉办理和信访督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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