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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风

（一）日出东方 ，叩启苍穹 。目前
全球最长的中低速磁悬浮商业运营
线上 ，磁浮列车 “追风者 ”安静地 “飞
翔”在长沙火车南站至黄花机场的区
间。 它跑出的不只是18.5公里的物理
距离 ，更是一道 “湖南创新 ”的风景
线、“湖南智造”的产业线。

标注湖南高度的绝不仅仅是磁
悬浮———从高铁出海到核电技术走
出国门，从“天河二号”刷新全球最快
运算速度纪录到参与C919大飞机制
造……一串串湖南元素，镌刻在中国
乃至世界发展的画卷中。

湖南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来自
于“中国号”航船行稳致远的“总发动
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
践 、敢于创新 ，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
律 、社会主义建设规律 、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认识，无论是“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还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无
论是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还是改革
的系统集成，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战略，闪耀着新的思想光辉。
———2013年和2016年， 习近平总

书记两次面对面指导湖南的全面工
作 ：首提精准扶贫理念 ，从国家发展
战略层面对湖南作出 “一带一部”新
定位 、新要求 。寄望之重 ，令人激荡 ；
关怀之殷，如沐春风。

从 “分类指导建设全面小康”到
“精准脱贫”， 从 “四大板块联动”到
“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从 “两型社会
建设”到“长株潭自主创新”，从“政治
生态山清水秀 ”到换届选举 “约法三
章”，从“四个湖南”到“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
新思想新战略在湖南这块土地上落
地生根，“两个一百年” 的中国梦，照
耀着湖南人民的美好愿景。

（二）每一次的重新出发，都以对
自身坐标的清晰定位为前提；处于每
一个重要的发展节点 ，都必须对 “我
是谁”“我要到哪里去”“我要怎么走”
作出清晰的回答。

2013年， 习近平总书记将湖南的
位置表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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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部”一锤定音，它既是地
理坐标，更是发展方位。

“一带一部 ”上承 “一带一路 ”的
国家战略，下启“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的区域细分， 将湖南置身于区域、全
国 、全球的多重发展半径 ，极大延伸
了全省的发展维度，敞开了更多发展
机遇。

向外， 湖南出长江、 入大海，以
“不怕苦 、霸得蛮 、敢创新 ”的姿态迎
来开放发展新态势：中车株机挟轨道
交通装备优势 ，勇当走出去的 “火车
头”；电力机车开往亚非欧，工程机械
覆盖五大洲；一块茯砖茶闯出万里茶
路……2015年，湖南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达440.5亿元。

向内，湖南强中心、谋融合，龙头
舞动、群雄竞进的局面业已形成：“长
株潭”从一体化、城市群的单向概念，
向 “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引领区”的
多维理念伸展 ；岳阳 、郴州 、怀化 “三
极 ”联动 ，打造新增长极 ；高铁红利 、
全域旅游热潮 ，将 “四带 ”打通 ，形成
特色经济带 ； 遍布全省的新 “增长
点”，与“核”、“极”、“带”互为依存、互
相呼应 ，一同构成了湖南发展的 “全
景图”。

找准 “坐标系 ”，明确 “路线图 ”，
“湖南作为”其景日新。

（三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 。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发展理念搞对
了 ，目标任务就好定了 ，政策举措跟
着也就好定了。”

放眼全球，世界经济复苏持续乏
力 ，发达经济体走势分化 ，新兴经济
体增长反复波折；审视国内，“三期叠
加 ”的结构性压力 ，让发展的每一步
都必须付出更艰辛的努力 。 当此之
时，更需要先进理念的引导。

“发展依然是当代中国的第一要
务 ”“既要看速度 ，也要看增量 ，更要
看质量，要着力实现有质量、有效益、

没水分、可持续的增长”。习近平总书记
的一系列重要讲话 ， 既牢牢盯住发
展 ， 又处处充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
法。

“悠悠万事 ，发展为大 ”。“发展 ”
是徐守盛书记念兹在兹的头等大事。
“新常态之新，新在速度变化，更新在
结构优化 ”“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着力做好 ‘减
法 ’‘除法 ’和 ‘加法 ’‘乘法 ’，解决制
约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省委、省政府
立足全省谋篇布局，牢牢掌握湖南经
济发展的主动权。

2016年春节前召开的全省“两会”
上 ，湖南经济发展成绩单出炉 ，世人
瞩目。

“经济更好 ”烙印在跨越发展的
道路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经济总量
连续4年稳居全国前十 ，2015年达到
2.9万亿元，年均增长10.5%；财政收入
突破4000亿元。

“结构更优 ”书写在转型升级的
画卷上———

第三产业比重提高，高耗能行业
比重下降；服务业年均增长11.3%，七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长 17%以
上，高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6.3%，文化
和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
5.9%。

“质量更高 ”呈现于殊为不易的
突围中———

移动互联网、 工业机器人、3D打
印等新业态快速呈现，新动能快速蓄

积；“互联网+农产品”“旅游+农业”等
新业态，促进农业更优、农民更富、农
村更美 ；新增城镇就业 、城乡居民收
入增长 ，百姓的腰包鼓起来 ，多赚钱
敢花钱 ，反过来支撑消费升级 ；创新
创业浪潮，激发每个角落的活力。

“后劲更足 ”展现在奋进不息的
态势中———

看韧性，湖南在经济发展的路径
选择 、资源配置 、竞争理念等方面越
来越理性成熟 。看潜力 ，“五化 ”同步
推进 、融合发展空间巨大 ；对接融入
“一带一路”、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区域发展空间很大； 扩大有效需求，
也大有潜力可挖 。看回旋余地 ，全省
区域城乡发展水平梯次明显 ，“东方
不亮西方亮”； 产业门类齐全，“这业
不兴那业兴”。

定力，来自对“时”与“势”的深刻
把握 ；信心 ，来自对复杂局面的高超
驾驭 。更快 、更优 、协调平衡 ，湖湘雄
风劲，百舸争流急。

（四 ）“久困于穷 ，冀以小康 ”，富
足安康的生活是中华民族孜孜以求
的夙愿 ， 更是湖南愿景的内核 ；“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党的十
八大为这一梦想定下了时间表。

“要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
向稳步前进 ，绝不能出现 ‘富者累巨
万 ，而贫者食糟糠 ’的现象 。”相比改
革开放之初“小康社会”的战略构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为第一个百
年梦，追求的是改革成果真正惠及十
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是经济、政治、

文化 、社会 、生态文明 “五位一体 ”全
面发展的小康社会，她的轮廓更为清
晰、饱满、美好。

唱响“努力在中部地区率先实现
全面小康目标 ”的湖南，必须跨越的
是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全面小康
进程梯度明显、差距很大等一道道门
槛。

清晰的认识是成就梦想的发端。
2013年，省委、省政府《关于分类指导
加快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意见》
出台 。以“三量齐升 ”为总要求 ，依据
各地发展程度、资源禀赋将全省划分
为长株潭、洞庭湖、湘南、大湘西四大
区域板块，分类指导、分类施策、分类
考核。有了这根 “指挥棒 ”，各区域很
快校准“发展坐标”，找到了符合自身
实际的发展路子。盘点“十二五”期末
建设小康的成绩单，四大板块蹄疾步
稳，梯度推进，如期建成全面小康，湖
南的底气更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不能丢了
农村这一头。”贫困人口数量多、贫困
程度深，是湖南建设全面小康征途中
最刺眼 、最紧迫 、最不能耽搁的 “短
板”。

历史将永远铭记 ：2013年11月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花垣县十八洞
村 ，首次提出了 “精准扶贫 ”理念 。自
此 ， 湖南成为全国推进精准扶贫的
“策源地”。

唤起干群千百万，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

（下转2版）

为了百年梦想照耀下的湖南愿景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湖南的认知与行动

治国理政
新思想新实践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说起“精神病人”，大部分人
的印象是：情绪无常、行为乖张、
语无伦次……对于这个特殊群
体， 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避而远
之， 而唐江萍却毅然选择走近他
们。从害怕与不理解，到熟悉和不
舍，36年来，她用真诚、专业、耐心
和微笑， 抚慰了一颗颗被病痛折
磨的特殊心灵。

唐江萍是长沙市第三社会福
利院（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党委
副书记、院长，也是建党95周年
中央拟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七一”前夕，记者来到她的
身边，感受她对精神病人的守望
与深情。

萦绕心头的无助眼神
是坚守36年的动力之源

在唐江萍看来，当精神科医生
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
排”。

1981年9月， 唐江萍从衡阳医
学院医疗专业本科毕业，被分配到
零陵地区(现永州市)精神病医院。
一到工作单位，她傻眼了：没有高
大宽敞的办公楼，没有整洁明亮的
病房， 甚至没有基本的医疗设备。
眼前只有几栋低矮老旧的平房，每
间病房门口装着铁门、 挂着铁锁，
病房里不时传来各种奇怪的叫喊
声，医生们一个个神色凝重、脚步
匆匆……

超负荷的工作、 高强度的压

力、让人压抑的环境，工作一段时
间后，与她一同分配入院的同学们
相继离开，去往条件更好的综合性
医院。该走，还是该留？唐江萍也陷
入孤独与迷惘中。

此时，一个眼神改变了她后来
的人生轨迹。

一天，唐江萍从医院门口经过，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慌乱的喊叫。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进去！”
一个高个男青年仓皇跑出医院，医
生、 护士和他的家属紧随其后，挣
扎拉扯中，男子摔倒在门边的煤炭
堆里。

这时候，唐江萍才看清他。五官
端正、身材修长，不到20岁的年纪，
本该意气风发，笑容爽朗，可他却衣
衫不整，满身污垢。 （下转7版）

湖 南 日 报 6月 19日 讯 （记 者
彭雅惠）今天，省统计局发布1至5月
湖南经济运行情况分析，认为全省经
济在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下，运行
总体平稳,向好因素不断积聚。

工业经济回升，服务业“起跑”。
前5个月，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6.4%，比全国平均水平快0.5
个百分点，其中5月增速达到6.9%，比
3、4月份分别快0.6个、0.4个百分点。
工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省级园区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7%，占全
部规模工业比重达60.1%； 高加工度
和高技术产业占全部规模工业比重
分别提高至10.5%、36.6%。 服务业增
速远高于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拉动
我省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其中，金
融市场快速发展，5月末全省金融机
构各项存款余额39777.2亿元，同比增
长19.0%； 各项贷款余额26271.3亿
元，同比增长16.7%。

发展动力强劲。前5个月，我省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居全国第5位，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4.9个百分点，其
中，重点领域投资成绩亮眼，基础设
施投资同比增长22.1%，生态投资同
比增长31.8%；产业投资层级不断提
升，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25.9%和
18.8%， 比上年同期分别加快了16.6
个和5.9个百分点。 消费品市场持续
活跃，1至5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046.2亿元，同比增长11.4%，比全国
平均水平快1.2个百分点。“互联网+”
带动全省限额以上法人批发零售业
销售额增长62.1%、限额以上餐饮业
餐费收入增长2.1倍、 快递业务量同
比增长约5成。

民生保障有力，供给侧改革见成
效。前5个月，我省物价涨幅温和，民
生投入力度加大， 就业形势平稳，城
镇新增就业35.14万人， 已完成年度
任务的50.2%。全省商品房销售面积
增速同比加快16.3个百分点，房屋施
工面积仅增长8.0%， 一高一低显现
去库存成效。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段云行
通讯员 王威群

“田虽然流转出去了，但土地确
权证明还是我的，这颗定心丸吃下去
就安心了！”6月中旬， 吃了定心丸的
双峰县石牛乡山口弯村农民丁新义
把自家承包的3亩多田转给了一位种
粮大户，每年可得流转收入几百元。

新一轮土地确权登记，山口弯村
和双峰绝大多数村一样，已经完成第
一轮公示。 按县里在甘棠镇试点摸
索，并向全省推广的“三步工作法”，
今年底前， 全县将完成档案资料整
理，迎接国家、省、市检查验收工作。

摸出了三个步骤
2013年6月，龙嘶村来了一批背

着勘测设备的年轻人。 大热天的，他
们一进村就漫山遍野找水田，登记户

主信息，测量土地面积。
几天下来， 年轻人累得够呛，县

里、乡镇、村组的干部也忙晕了。为了
找到田的主人，有时一天反复跑几回，
土地确权信息登记工作收效甚微。

“方法不科学，想一步到位，弄得
事倍功半。”村支书朱咏欢说。

此路不通，就另辟他径。县经管
局派出工作队，和勘测技术方蹲点到
龙嘶村。 先培训农田基本信息登记
员，让村组干部每家每户登记人口信
息、丘块信息。人口具体到新生和已
故， 丘块具体到东西南北的界线地
名，有争议的都先注明。

基本信息摸底结束后，就进入第
二步。技术人员拿着信息表和国土部
门提供的航测图及鱼鳞图，每到一个
地方， 让户主和村干部现场指认田
土，并在航测图和鱼鳞图上标出。

（下转9版）

前5个月多项经济指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湖南经济向好因素不断积聚

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双峰县土地确权“三步工作法”侧记

开栏语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
年，为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回顾党
的光辉历程， 激励党员干部牢记
党的宗旨，深入开展“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湖南日报》 自今日起
开设《潇湘先锋》栏目，展示我省
各地各部门涌现出的先进党组
织、 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
作者的风采，唱响主旋律，传递正
能量。

用炽热爱心抚慰特殊心灵
———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院长唐江萍

6月19日，建设
中的黔张常铁路龙
山县西湖冲特大桥。
黔张常铁路（重庆黔
江区至湖南常德市）
是渝长厦快速铁路
（重庆至长沙至厦门
快速铁路） 的一段，
线路总长340公里，
设计时速200公里，
为客货共线的国铁
Ⅰ级双线电气化快
速铁路， 预计2019
年建成通车。

曾祥辉 覃占波
摄影报道

云中
架桥

导读

潇湘先锋

习近平参观斯梅代雷沃钢厂

周衡光：周家大院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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