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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郴州 客户端 郴州发布 微信公众号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
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
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该书收录了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

会上的书面演讲 《坚守初心 共促发展 开启亚太合作新篇章》
和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团结合作勇担责任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新华社北京11月29日电 11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
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中俄能源合作是两国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石，也
是维护全球能源安全的积极力量。面对外部风险挑战，中俄双方
加强沟通协作，推进重大合作项目，显示出中俄能源合作的强劲

韧性，诠释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广阔前景。中
方愿同俄方一道，打造更加紧密的能源合作伙伴关系，促进能源
清洁绿色发展，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安全与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为
国际能源市场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同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向第四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全媒
体记者 谭志文） 11月29日，市委书记吴
巨培到苏仙区调研第二届省旅发大会有关
项目建设情况并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市
委副书记、代市长阚保勇出席活动。

泛舟翠江，行至郴江，丹霞绵延、
碧水凌波、茂林翠竹、鹭鸟翱翔的生态
自然美景尽收眼底。停船靠岸，行走在
瓦窑坪古街的丹霞石板路上，布局完好
的街道承载着过往的喧嚣与繁华。

“世界山水画卷、国际度假名城、
全国红色经典……”边看边听边想边
记，吴巨培希望全市上下深入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把思想统一到省委、
省政府重大决策上来，力量凝聚到市
委、市政府工作部署上来，保持高度的

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信心、
紧盯目标、攻坚克难，以实干实绩办好
第二届省旅发大会。

高度统一思想。要把办好第二届省
旅发大会作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具体行动，作为2023年市委、市政府
的工作主线，作为闯出郴州高质量发展
路子的重要路径，迅速开启项目建设序
幕，拉开“办会兴城”架势，展现世界
山水之卷、现代城市之范，全面推动郴
州高质量发展。

高位指挥调度。成立领导小组、指
挥部，列出项目清单，强力推进重点观
摩项目、重大文旅项目、支撑配套项
目，在依法依规前提下，开辟绿色通
道，提供全方位支持，坚持每周调度，

推进形象进度，加快项目进度。
高速推进建设。提升创意思维，加

强规划设计，谋定后动、谋定快动。坚
持市场化为导向，精准开展招商引资，
积极争取上级支持，健全组织体系，落
实驻点指挥，倒排工期，全力推进。

高频现场办公。加强重点项目及相
关工作调度频次，力争一周一办公，确
保实效。

高质展现成效。以国际化的眼光，
打造高品质、高标准、高水平的精品，
呈现中国气派、郴州元素、世界风潮。

阚保勇要求，要认定目标、全力推
进，围绕建设世界旅游目的地，牢固树
立“办会兴城”理念，坚定信心决心，
加快谋划实施重点项目，连片打造核心

景区，确保第二届省旅发大会在郴州精
彩呈现。要专业策划、整体推进，发挥
专业设计团队的智慧力量，体系策划、
集中打造、整体推进，展现郴州最美风
景、体现郴州最高水平。要三方联动、
合力推进，市、区、业主三方要协调联
动，压实各自责任，落实各项措施，形
成工作合力。要争分夺秒、抓紧推进，
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
科学统筹、加强调度，倒排工期、提高
效率，确保各个项目保质保量如期竣工。

市领导冯海燕、陈荣伟、颜长文、王
伟东、周海林、罗成辉等参加相关活动。

吴巨培现场调度第二届省旅发大会重点项目建设

谋定快动 大干快上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讯

（全媒体记者 郭亮廷） 11 月 29 日下
午，全省“迎峰度冬”电力保供工作
部署电视电话会议结束后，我市立即
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就全市“迎峰度
冬”电力保供和应对极端天气相关工
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市委副书
记、代市长阚保勇出席会议并讲话。

阚保勇强调，思想要重视。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迅速响应
中省安排部署，坚决打好“迎峰度
冬”电力保供攻坚战，把相关工作抓
早、抓实、抓细、抓到位，以有力有
效的措施，御严冬之寒，保福城之暖。

方案要做细。坚持从最坏处着
眼、往最好处努力，把各项工作方案做
得更加细致，坚持发、供、用同步发
力，全力保民生、保发展、保安全，坚
决防止大规模、长时间断电限电。

组织要加强。强化市县联动、部
门协同和宣传引导，健全责任清单，
压实工作责任，系统推进，综合施
策，打好总体战，形成大合力。

应对要有力。积极应对可能出现
的极端天气，坚决做到指挥、责任、
能力、预警、防范、处置到位，做好
各项准备，全力“保民生、保安全、
保供应、保畅通、保运转、保稳
定”，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工作要统筹。坚持“十个指头弹
钢琴”，聚焦“三件大事”，加强“两
个统筹”，坚决打好疫情防控歼灭
战、全年目标收官战、安全稳定保卫
战，谋划好明年工作，确保收好尾、
开好局。

市级领导冯海燕、马天毅、王卫
东，市政府秘书长李建军参加会议。

阚保勇出席全市“迎峰度冬”电力保
供工作部署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

确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大宣讲 深调研 解难题 促发展 抓落实

明末清初，湘剧流传到桂阳并生
根发芽，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996年我加入
桂阳县湘剧团学习湘剧表演，26年来
一直坚守湘剧舞台，以文艺服务百姓。

2012 年，桂阳县湘剧团改制为桂
阳县湘剧保护传承中心。作为桂阳县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我牢记党
的文艺方针，始终保持“为人民而歌、
为祖国而歌”的事业初心，以传承和发
扬湘剧为己任，将青春和汗水全部挥
洒于一方舞台，为湘剧的抢救与保护、
传承与发展不懈努力。我参与挖掘、
整理传统剧目 100 余出，并参与主演

《赵子龙计取桂阳》《清风亭》《对花枪》
《文母梳发》《夜宿梨山》等剧目。

通过与湘剧保护传承中心演员
们的深入谈心交流，我对湘剧传承
发展基础设施设备落后、人才力量
薄弱、经费来源不足、剧目生产困
难、人才培养机制不完善等问题有
了更为深切的了解和体会。作为一
名人大代表，肩负荣誉和使命，我
深知责任重大，应当积极为湘剧的
传承和发展鼓与呼。根据调研掌握的
情况，我撰写了 《保护国宝 刻不容
缓》《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强基层院团建设 推动戏曲文化传
承》《青少年弘扬传统文化时不我
待》等建议。在我的呼吁下，桂阳县
委、县政府加大了对湘剧保护传承中
心的支持，将中心办公地点迁至桂阳
文化园，为戏剧创作划拨专项经费，
先后解决12名青年演员的编制问题，

让他们能安心从事湘剧事业。此外，
桂阳湘剧保护传承中心还与湖南艺术
职业学校联合办学，招收了30名湘剧
小演员，为湘剧的保护和传承补充新
鲜血液，确保后继有人。

桂阳戏曲底蕴深厚，目前还保存
有几百座古戏台，很多群众喜欢戏
曲。当选为人大代表后，我更加注重
湘剧惠民演出。我希望通过我的努
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古老剧种湘剧的
魅力，让大家喜欢湘剧、爱上湘剧、
传播湘剧。

我每年带队超额完成200场送戏
下乡惠民演出及戏曲进校园活动，我
们的足迹遍布乡镇、村庄、社区、园
区、景区、校区，田间、地头、学
校、祠堂、操场、圩场就是我们的舞
台。我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始终摸
爬滚打在演艺惠民一线。我们踏遍了
桂阳县 500 多个行政村的山山水水，
吃百家饭、喝千家水，风餐露宿、风
雨兼程。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前行的
动力、百姓的欢乐就是我们最大的奖
赏。记得有一次去桂阳县白水瑶族乡
进行慰问演出时，我们遇上公路塌
方，车子过不去，我就和演职人员抬
的抬、扛的扛，步行3里多路，硬是
把装有灯光、道具、服装等物品的大
大小小20多个箱子搬到了演出地点，
及时为瑶族同胞献上精彩的演出。

（下转2版）

肖凤波：推动地方戏剧传承普及与发展
□ 市人大代表 肖凤波/讲述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全媒体记者 周慧/整理

人大代表履职日志

11月27日，冬季的郴
州高新区金田湖公园色彩斑
斓，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游
玩。近年来，我市坚定不移
践行“两山”理论，积极贯
彻新发展理念，不断加强湿
地保护修复，形成了可操
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和经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画卷徐徐铺展。
（全媒体记者 张一多 摄）

11月16日，天气阴冷。“要不要帮
你打一杯水？”“我自己来。”外卖小哥
刘捷和同事来到五岭广场商圈户外工作
者驿站，熟练地走向饮水点打水。

“13时30分之后我们差不多没啥单
接了，以前不知道去哪儿待，回家路又
远。现在有这个驿站后，我们就会过来
坐坐，喝喝水、充充电，等着下午的工
作，感觉像回了家。”已从事 6 年外卖
工作的刘捷对记者说。

走进位于五岭广场商圈党群服务中
心内的户外工作者驿站，记者看到，党
建文化宣传栏上的一面党旗鲜艳耀眼，
户外工作者驿站服务公约醒目，摆放的
桌椅干净整洁，阅览角书架上放着党建
书籍、报纸杂志等。而靠墙陈列柜上的
微波炉、便民箱、工具箱、医疗箱等应
急物品俱全，可满足进入驿站休息的户
外工作者喝水、热饭菜、手机充电、借
雨伞等现实需求。每天，驿站都安排了
志愿者值守、清洁消毒，让户外工作者
用得放心、待得舒心。

“驿站设立之初，知道的人少，现
在已成为附近环卫工人、外卖小哥休憩
的港湾，越来越多的户外工作者来到这
里，能为他们服务做点小事还是很开
心的。”志愿者苏丽君每天都会来驿站
服务半天时间。

今年年初以来，北湖区委两新工委
突出党建引领作用，紧盯新业态新就业
群体发展趋势，采取行业部门垂直管理
为主、街道和社区基础保障为辅的“双
重管理”方式，在北湖区范围内设立了
5个户外工作者驿站。这5个驿站遵循
方便、温馨的原则，以提供实实在在的
服务和福利出发，依托社区、小区现有
党建阵地和商圈楼宇市场党群服务阵地

打造而成，让户外工作者“冷可取暖、
热可纳凉、渴能喝水、累能歇脚”。

“我早上一般要在大家上班前把街
面打扫干净，然后就会来这领一份爱心
早餐。”在兴隆街户外工作者驿站，中
午清扫完自己负责的路段后，从事环卫
工作18年的肖春金走进驿站歇脚。“这
个小驿站，不仅每天为我们免费提供爱
心早餐和休息的地方，还能自己热菜热
饭，在外工作能吃上一口热饭菜，很贴
心。”驿站的服务让肖春金倍感温馨。

“我们每天都会煮好粥、准备好包
子馒头，8时准点发放，固定有四五十
名环卫工人来吃。”去年光荣入党的兴
隆街商会会长张朝旗介绍，这个驿站进

来歇息较多的是城管、巡警和快递小哥
等，我们提供的简单服务，让他们歇歇
脚后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工作当中。

为了规范驿站管理，北湖区制定了
《户外工作者驿站服务公约》，组织专门
志愿者团队常态提供心理疏导、法律咨
询、劳动关系调解等服务，进一步增强
了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对党组织的认同感
和归属感。北湖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两
新工委书记尹湘军说：“我们还将设立
更多驿站，为户外工作者提供歇歇脚、
充充电的阵地，充分发挥两新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不断
丰富服务载体，践行社会责任，让生活
更美好、城市更美丽。”

每 一 站 都 是 家
——北湖区党建引领户外工作者驿站建设见闻

□ 郴州日报·今日郴州客户端全媒体记者 谭志文 曾西林 通讯员 钟梓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