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5日，黄伯云代表在讨论时发言。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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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勇 贺佳

去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
时， 要求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
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不
断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和要求，
定位了湖南改革发展的新坐标， 是湖南
区域发展的新棋局。 令在湘全国人大代
表、 政协委员振奋的是， 在今天李克强
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培育新
的区域经济带”、 “建设长江经济带” 等
举措， 进一步为湖南“一带一部” 建设
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如何充分发挥“一带一部” 区位优
势， 把改革发展与扩大开放紧密结合起
来， 加快构建结构合理、 方式优化、 区
域协调、 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在湘
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围绕这一话题
展开了热议。

【报告看点】
把培育新的区域经济带作为推动发

展的战略支撑。 深入实施区域发展总体
战略， 大力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谋划区
域发展新棋局， 由东向西、 由沿海向内
地， 沿大江大河和陆路交通干线， 推进
梯度发展。 依托黄金水道， 建设长江经
济带。 发展跨区域大交通大流通， 形成
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两会热议】

“一带一部”
深刻改变湖南“经济地理”

曾经， 地处中国中部， “不东不
西”， 是湖南面临的区位尴尬。 而如今，
这一尴尬已经改写———

京广高铁、 沪昆高铁、 长渝高铁将
在长沙交会，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年旅客
吞吐量挺进全球空港百强， 湖南已成为
人流、 物流、 资金流、 信息流的汇集之
地。

今年9月， 沪昆高铁杭长段将正式开
通运营； 明年， 沪昆高铁预计将全线贯
通。 它将与京广高铁在长沙交会， 形成
我国高铁“十字架”。 刘潭爱代表对此深
有感触： “过去我在深圳办企业时， 回
趟郴州老家得花10多个小时。 现在坐高
铁去深圳办事， 只需不到两个小时。”

正是看中湖南日益凸显的区位优势，
2001年， 刘潭爱将自己的企业从广东沿
海搬回了郴州。 “过去， 沿海的企业家
朋友都笑话我回内地投资； 如今， 他们
经常向我打听来湖南投资有哪些优惠政
策。” 刘潭爱笑着说。

朱建军委员回忆起了6年前。 他说：
“2008年湖南遭遇历史罕见的冰冻灾害，
漫天冰雪将京广铁路、 京珠高速两条大
动脉切断， 举国震动。 这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湖南区位的重要性。”

朱建军认为， 从经济梯度发展阶段
看， 中部地区适逢承东启西、 正值潮头
的战略机遇； 从经济主体功能区划看，
中部地区承担着建设“三基地一枢纽”
的战略责任； 从经济增长动力更新看，
中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承担着中国新一
轮经济增长“第四极” 的历史使命。 地
处“一带一部” 的湖南， 使命光荣， 责
任重大。

“‘一带一部’ 将深刻改变湖南的
‘经济地理’。” 朱建军说， 正是由于近年
来大力推进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不断
完善水、 陆、 空立体综合交通网络， 湖
南承东启西、 联南接北的区位尽管没有
变， 但优越的区位与发达的交通一结合，
区位价值和优势就立刻显现出来了。

抢抓机遇
对接改革开放最前沿

“珠三角”、 “长三角”， 一个是改
革开放的发轫之地， 一个是当仁不让的
经济中心。 湖南正处于长江开放经济带
和沿海开放经济带这两大“经济引擎”
的结合部。

代表委员们说， 要主动作为， 积极
对接， 将“一带一部” 建设的新机遇变
为现实的生产力， 把“一带一部” 的区
位优势转化为改革发展优势， 努力实现
有效益、 有质量、 可持续的发展。

刚刚履新长沙的胡
衡华代表， 把加快推进
长沙高铁新城建设摆上
了重要议事日程。 “在
不到16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聚
集着中部最大的机场、 便捷的
高铁枢纽， 布局了长沙经开区、 雨花经
开区等产业园区。 这样得天独厚的交通
条件， 全国都没有几个。” 胡衡华表示，
长沙将加快推进黄花机场至长沙高铁南
站中低速磁悬浮项目建设， 打造空铁联
运综合交通枢纽。 同时以此为依托， 加
快推进高铁新城建设， 大力发展会展、
物流、 文化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 进一
步挖掘、 放大交通枢纽效应。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依托黄金
水道， 建设长江经济带。 这意味着国家
很可能在‘一带一部’ 开展系列重大政
策试点， 布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
项目。 我们一定要积极争取、 主动对接，
抢占发展先机。” 来自岳阳的杨莉代表认
为， 要进一步发挥岳阳通江达海的独特
优势， 加快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真正昂起湖南长江开放经济带的“龙
头”。

“与沿海地区比， 我们用地有保障，
用电更便宜， 劳动力成本有优势。 在
‘一带一部’ 建设中， 必将有一批又一批
更大规模、 更强竞争力的产业向内地转
移。 湖南在承接新一轮沿海产业转移中
机不可失。” 刘潭爱建议， 进一步在优化
环境上下力气， 在培养、 集聚人才上花
功夫， 在帮扶企业上用真情， 谨防“过
道效应” 和产业“跨度转移”， 充分发挥
产业配套、 市场潜力、 政府服务、 人力
资源等叠加优势， 真正把机遇转化为促
进发展的动能。

打造“第四极”
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就在几天前， 长沙、 武汉、 南昌、
合肥等长江中游城市群4个省会城市负责
人， 在长沙共同签署了 《长沙宣言》。

“积极融入长江中游城市群， 湖南
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大有可为。” 朱建军
认为， 湖南要积极放大长江中游城市群
的国家战略优势， 全面提升省会中心城
市高端服务和辐射引领功能， 共同探索
区域发展新模式， 共同打造以人为本、
绿色发展、 文化传承、 面向国际的新型
战略高地。

“‘一带一部’ 的区位优势， 不仅仅
局限于湖南一省， 而是中部地区的共同
优势。 长江中游4省， 完全可以依托长江
黄金水道，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发
展。” 胡衡华建议， 4省会城市乃至中部4
省在共同争取国家相关支持的同时， 要
积极推动区域开放融合创新发展， 加快
推进区域营商环境、 区域要素市场、 区
域创新网络建设， 全面巩固和深化专项

领域合作， 打造中部崛起新的经济增长
极和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

“作为省会城市， 长沙也将按照省
委、 省政府的部署要求， 进一步明确定
位， 努力打造‘一带一部’ 建设的核心
区， 改革开放的先行区， 两型社会建设
和科技自主创新的示范区。 同时通过发
挥长沙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带动全省
又好又快发展。” 胡衡华说。

【延伸阅读】
湖南扼长江以南交通之要津， 融汇

“过渡带” 与 “结合部” 特色， 立体交通
网初具规模， 优越的区位和发达的交通
有机结合 ， 区位的战略意义日显重要 。
湖南加上周边四省一市一区人口近4亿，
占全国的近1/3； “3小时高铁经济圈 ”
覆盖的市场至少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 ，
湖南成为国内外大型企业、 跨国公司布
局中国的重要选择。 当前， 湖南立足良
好区位优势， 全力推动开放型经济提质
升级。 2013年， 湖南全年承接产业转移
项目3394个 ， 转移企业新增税收34.8
亿元， 新增就业37.1万人。 衡阳综合保
税区一期通过国家10部委验收， 湘潭综
合保税区成功获批。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愿南岭山区群众
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贺佳

【档案】
陈文浩，全国人大代表。 主政永州不到一年的时

间里，多次深入境内南岭贫困山区的7个县市，调研
山区民族发展和扶贫开发工作，并与广东省、广西壮
族自治区相关县市一道， 积极呼吁将南岭山区增设
为国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故事】
“地处湘粤桂三省（区）边境的南岭山区，是全国

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和瑶族聚居区。 收入低、吃饭难、
安居难、行路难、甚至娶妻难，是山区群众的真实写
照。 ”3月5日，见到陈文浩代表时，他开门见山告诉记
者， 为南岭山区各族群众争取国家政策更多阳光雨
露，就是自己参加两会最大的任务之一。

从加大洞庭湖区渔民上岸帮扶力度， 到加快南
岭山区群众扶贫开发步伐， 陈文浩每年向全国两会
提交的建议， 总是把关注的目光聚焦到贫困弱势群
体身上。

通过多次调研和相关统计， 陈文浩记录了这样
一组数据：永州、广西桂林两市在南岭山区还有3652
个村组不通公路，171万人饮水安全十分困难 ，
64.12万人住房困难；湘粤桂3省5市南岭山区的26
个县（市、区）除广东仁化县外，人均GDP、人均财政
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远低于已列入国家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的县和西部地区平均水平……

“没有南岭山区26个县（市、区）的全面小康，就
没有湖南、广东、广西甚至全国的全面小康。 ”陈文浩
说，南岭山区还是长江以南最大的横向山脉，是全国
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和生态屏障， 保护好南岭山区
的生态系统，对保证生态多样性、保护长江和珠江两
大水系及湘江流域至关重要。

陈文浩建议， 增设南岭山区为国家集中连片特
困地区，把湖南永州市的江华、新田、宁远、江永、双
牌、道县、蓝山等7县，广东清远市的连山等4县（市）
和韶关市的乳源等7县（市）、广西桂林市的恭城等4
县和贺州市的富川等4县（区）列入其中，给予国家片
区的特殊政策扶持， 进一步加快扶贫攻坚和全面小
康建设进程，促进南岭山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感怀】
陈文浩： 努力让南岭贫困山区各族群众过上幸

福美好的生活，是我在永州工作的目标，也是我履职
履责的目标。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把国歌唱得更好
本报记者 蒙志军 田甜

3月5日早上7时，杨淑娣代表早已换好了漂亮的
民族服饰。 她坐在房间里， 手拿着国歌的歌词与曲
谱，熟悉地唱了起来。

“我会唱歌，能唱歌。 为了今天在人民大会堂能
把国歌唱得更好，我要再多练习两遍。 ”杨淑娣代表
微笑着说。

早上9时，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雄壮
的国歌在人民大会堂奏响。 湖南代表团的代表们，个
个神情庄重，大家随着乐声，高唱起了国歌。

国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声音， 是国家尊严的标
志和民族精神的象征， 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奋勇前进。

圣辉代表回忆起小时候唱国歌的情景说， 唱国
歌的时候总是觉得热血沸腾， 一种报效祖国的责任
感油然而生。

“国歌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每一个中国人，都
应该像国歌里唱的那样，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向平
华代表坚定地说。 （本报北京3月5日电）

全国两会花絮

3月5日，彭国甫代表围绕科技创新等话题提出建议。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陈文浩代表 本报记者 张目 摄

全国两会观察
———聆听湖南改革的足音

“一带一部”，谋划发展新棋局
———代表委员热议区域发展

代表委员访谈

制图/张杨

◎责任编辑 李军 版式编辑 周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