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廖昕）“习近平总书记在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
饱含深情地讲述了汝城县沙洲村‘半
床被子’的故事，再现了当年党和人
民群众的鱼水深情，全县人民倍受鼓
舞。”10月24日， 汝城县委书记方南
玲说，作为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汝城
将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坚决打赢
脱贫攻坚这场硬仗，在全面小康建设
新征程中开拓奋进。

“半床被子”的动人故事，留下了
共产党、红军与人民生死与共、风雨

同舟的唇齿相依之情，也留住了人民
群众对共产党、对人民军队深深的信
任和眷恋。这个故事在郴州引起社会
各界广泛热议，郴州市的领导同志表
示，习近平总书记讲“半床被子”的故
事，就是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继续坚
持一切依靠人民， 一切为了人民，永
不背离群众、永远为民造福。郴州作
为革命老区，作为“半床被子”故事发
生地，更要恪守为民情怀，加快建设
“五个郴州”，特别是坚决打赢当前的
脱贫攻坚战， 率先建成全面小康社
会。 （下转4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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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长沙，岳麓大道、三一大道，
一条大道贯东西。向东，连接长浏高
速；向西，牵手长张高速。

这既是一条交通大道，也是一条
经济走廊。

从浏阳经开区、 长沙经开区，一
路向西，跨越湘江，到长沙高新区。向
西、向西、再向西，有宁乡经开区、宁
乡高新区、金玉工业集中区、益阳经
开区、常德经开区……

这是一条闪光的黄金工业走廊，
这是一条高速的产业发展大道，这是

一条现代文明的财富飘带！
“未来5年， 我们要围绕实力更

强，加快转型升级，打造西线工业走
廊。”新一届宁乡县委、县政府和全县
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承接与延伸，国家战略
的担当

一个地方如同一朵浪花，在历史
发展的洪流中， 承担着独特的使命。
这个使命， 如果站在国家战略的层
面，意义非同一般。

2015年4月，长江中游城市群获

批。“中三角”以浙赣线、长江中下游
交通走廊为主轴，向东向南分别呼应
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使得囿于
中部的湖南豁然开朗。

“一带一路”、中西部开发、长江
中游城市群，这都是国家战略。湖南
省会长沙，在国家战略层面，是什么
角色？长沙由沿“五一路时代”进入

“湘江时代”之后，位于西部和西线走
廊的宁乡，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宁乡人民，思路清晰而坚定！
宁乡发力点在于往西争夺更大

腹地，正处在桥头堡的位置。其西线
工业走廊与湖南湘江新区的319国

道战略性新兴产业走廊高度吻合，在
长沙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中，具有开拓
性责任和承接重担。

从长沙高新区向西进发，沿金洲
大道，穿越一片丘岗，宁乡经开区、宁
乡高新区分布其间。以玉煤大道为轴
线，金玉工业集中区将这条黄金走廊
接壤延伸至益阳。

宁乡，发展势头正劲的工业园区
构成了西线工业走廊的主阵地。从国
家战略，到省级战略，到市级战略，西
线工业走廊的成与败、兴与衰，宁乡
工业园区承东启西，举足轻重！

（下转4版①）

宁乡工业 辟出“西线走廊”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蒋
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彭贤良 马晶 ）
10月23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蒋坊乡
延季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
小树， 带人将12吨红茄打包装车运
往深圳。杨小树介绍，城步红茄在一
些大城市抢着要，卖价也较高，生产
旺季时，城步运往外地的红茄每天有
100多吨。

城步苗族自治县农业局局长肖
明文说， 城步农业产业正迎来春天，

有特色、上规模、重品质，是其叫响省
内外的重要法宝。

据了解，作为一个边远山区县和
国家级贫困县，城步把发展农业特色
产业作为广大群众脱贫致富的“百姓
工程”来抓，近3年来，投入专项资金
5000多万元。去年，又出台“特色农
业产业扶持奖励办法”， 还在全省第
一个实施蔬菜价格指数保险，由县财
政出资为种植户保驾护航。全县形成
了新一轮农业特色产业发展高潮，形

成了高山延季蔬菜、奶牛（羊）、精品
果茶3大品牌产业。

城步因地制宜确定各地特色产
业种类，重点在扩量、提质、增效上下
功夫。县里采取措施，大规模建设绿色
农业基地，今年，种植以红茄、西红柿、
辣椒、 南山萝卜为主打品种的延季蔬
菜11.7万亩，存栏奶牛（羊）2.5万头，发
展苗香梨、猕猴桃、青钱柳、虫茶4大精
品果茶5.2万亩， 分别比2013年增加
125%、31%、85%。同时，通过引进开发

新品种、推广无公害种养，农产品品质
显著提升； 发展农产品加工规模企业
22家，南山乳制品重返市场，功效独特
的青钱柳茶畅销全国。

农业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加快了
精准扶贫步伐，还为城步赢得了全国
绿色食品原料标准化生产基地县等
殊荣。去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5343元，比2012年增长63%以上；今
年，农业特色产业将为贫困群众人均
增收1000元以上。

城步农业 擦亮“特色标签”

新华社北京 10月 24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
华书店发行。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武深树）秋收时节，
蟹黄鱼肥。 记者今天从省水产部门
获悉，湖南今年渔业生产形势好，水
产品产量稳中有增。 全省“稻田养
鱼”面积超200万亩，成为渔业生产
最大的增长点。

据农业部渔业生产形势分析，

前三季度， 湖南水产品产量190万
吨，比去年同期增长近10%，在内陆
淡水养殖省份中排名前五。 今年湖
南水产品产量预计可达275万吨、
渔业产值410亿元。

“鱼米之乡”湖南，湖泊、水库众
多，淡水养殖面积680万亩，占全国
淡水养殖面积的7.4%。 （下转4版②）

湖南日报 10月 24日讯 （记者
李伟锋） 今天，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全省工
业经济成就新闻发布会， 发布省第
十次党代会以来湖南工业发展成
就。 省经信委主任谢超英在会上发
布，在新型工业化“第一推动力”作
用下，湖南工业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质量效益稳步提升， 工业经济运行
质量自2012年以来连续4年位居中
部6省第一位。

近5年来全省工业经济连续迈
上新台阶：2013年， 全部工业增加
值首破万亿元大关；2014年， 规模
工业增加值迈上 1万亿元台阶 ；
2015年，规模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3.5万亿元。5年来，工业对经
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46.1%，年
均拉动经济增长4.9个百分点；工业
企业实缴税金年均增长12%， 成为
全省财政增收主力军。

通过淘汰落后产能、发展振兴先

进制造业、培育扶持新兴产业，产业
阵营持续扩大。装备制造业主营业务
收入跨上万亿台阶，成为首个万亿产
业；拥有机械、食品、有色、电子信息、
轻工、建材、冶金、石化、电力、医药等
10个千亿产业； 培育了长沙工程机
械、株洲轨道交通、岳阳石化等一批
千亿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过100
亿元的工业企业达19家。

创新发展加快形成新动能。建立
了较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和企业

技术创新体系，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强
度领跑中部。 银河/天河系列超级计
算机、 北斗导航应用、 碳/碳复合材
料、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IGBT）等
技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
影响。 高性能全国产自主可控计算
机、 工业级3D打印、 高性能复合材
料、先进储能材料、高性能工业机器
人等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来势强
劲，成为工业发展新动能。

（相关报道见3版）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徐亚卿）近日，全国高
职院校首条轨道交通试验线在湖南
铁路科技职院奠基。 该试验线由中
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该学院
共同研发、共同建设、共同使用，设
备投资将超过1亿元。

湖南铁路科技职院党委书记刘
剑飞介绍， 这条试验线包括一条
1000米长的试验线、CBTC系统工
程实验室、模拟仿真实验室、湖南省

轨道交通信号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学院分中心等。建成后，新产品不
仅能在这里进行联合测试与检验，
同学们也能第一时间在这里学习和
掌握新产品的运营。 这一重要公共
试验平台建成和使用将对服务湖南
省建设制造强省“1274”行动计划，
对接株洲轨道交通千亿产业集群的
战略部署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还
将无缝对接市场， 培养出轨道交通
行业的高精尖人才。 （下转4版④）

工业经济运行质量连续4年居中部第一

全国高职院校
首条轨道交通试验线奠基

“稻田养鱼”成渔业增长点
前三季度全省水产品产量达190万吨

10月22日，蓝天白云下，颇具规模的湖南省水利“一号工程”———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江华四联移民安置点被如黛的
青山环抱。该安置点的7800余名瑶胞移民已经进行了房屋抽签，将于2017年初全部搬进新居过春节。 黎实 摄新居如画待移民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郴州各界热议“半床被子”故事

湖南日报评论员

“7.6%”，湖南三季度GDP亮出
了外界最关注的核心数据。 这一增
长速度与上个季度持平， 佐证我省
经济延续着自年初以来“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的态势，呈现出亮点更
多、亮度增强的新趋势。

这样的 “亮点 ”， 首先表现在
“稳”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前三季度，
我省GDP达到2.17万亿元， 就其体
量而言已逼近2012年全年的总量 ；
从产业分布而言，一、三产业继续保
持较高增速， 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明
显， 二产业同样出现了明显企稳的
态势。

这样的“亮点”，源于我省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有效推进。 从去产能
上看，前三季度，全省粗钢产量同比
仅增长0.6%，原煤、铁合金和10种有
色金属产量同比分别下降 11.7% 、
21.5%和19.5%；从去库存看，9月末，
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3.6%；从
去杠杆看，8月末， 规模工业企业资
产负债率为52.7%, 比6月末降低0.6
个百分点；从降成本看，1至8月规模
以上服务业税负较上半年下降0.16
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
元主营业务收入成本同比下降0.3
元；从补短板看，水利、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等薄弱领域投资均保持20%
以上的增速，远快于全部投资。更重
要的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步步
深入， 直接带动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和需求结构快速升级， 这是我省经
济着眼未来赢得后发赶超的基础与
前提。

这样的“亮点”，体现于增长动

力的加快转换。前三季度，全省高新
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9%，其
中资源与环境技术、电子信息技术、
高技术服务业等新兴领域增速分别
达到28%、26.8%和24.2%， 远高于产
业平均水平，“新产业、新业态、新商
业模式”等“三新”经济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和支撑作用正变得日益突
出。

这样的“亮点”，体现于民生持
续改善的含金量。前三季度，全省城
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
8.5%和8.9%，新增就业64.68万人，离
实现全年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物价
上涨一直保持低位运行。

虽然发展态势总体向好， 但我
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进中有忧”、
“忧中有难”， 仍是湖南经济发展爬
坡过坎面临的最大挑战。这种“忧”
与“难”，既有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不
稳定性的关联影响， 也在于有效投
资需求不足、项目建设后劲乏力、小
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自身因素的
掣肘。只有增强忧患意识，坚持问题
导向，强化靶向治疗，才能做到有针
对性地破解发展中的忧患与难点。

屈指一算， 今年只剩下不到70
天时间。战鼓声声急，时间不等人。
要圆满实现省委年初定下的目标，
需要以改革为抓手激发发展活力，
以创新为动力加快转型发展， 以实
干为导向激励干事创业， 以服务为
宗旨贯穿工作始终， 系统推进重要
政策、重点项目、重大改革的落地实
施。要拿出百米冲刺的勇气、毅力，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用更加亮丽的“成绩单”迎接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召开。

奋力冲刺
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迎接党代会 建设新湖南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伍春阳）今天，记者
从省统计局获悉，前3季度我省完成
邮电业务总量959.72亿元， 同比增
长49.7%。 其中， 邮政业务总量
101.57亿元，同比增长39.0%；电信
业务总量858.15亿元， 同比增长
51.1%。

邮政业务中， 快递业务一枝
独秀。1至9月，全省快递完成量总
计3.32亿件，业务收入34.8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55.8%、47.1%，平均
每天收发快递超过120万件。但报
刊杂志订购、汇票、集邮业务、函
件等传统邮政业务均呈现较大幅
度下降。

电信业务中，4G用户数量同比
增长95.0%，达到2736.41万户；宽带
上网用户突破千万 ， 同比增长
21.5%； 固定电话用户持续减少，9
月末全省共有固定电话用户791.91
万户，比上年同期减少21.71万户。

前3季度
我省邮电业务量逼近千亿

平均每天收发快递超过120万件

建设“中国动力谷”
4版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版

“雁过拔毛” 党纪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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