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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12月 6日 讯 （记 者
贺 佳 冒蕞 ）今天，全省科技创新大
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出席
大会并强调，要以全国科技“三会”精
神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为遵循，坚定不移把创新作为全省
未来发展的潜力、希望和出路，全面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力
构建科技文化创新体系，打造科技创
新基地，为建设“五个强省”提供强大
动力。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
大会，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易炼红、
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蔡振红、
盛荣华、黄跃进、韩永文、李友志、
何报翔、张剑飞、戴道晋、向力力、
葛洪元、黄伯云，国防科大副校长
庄钊文出席大会。

杜家毫充分肯定近年来全省科
技创新工作取得的成绩。 他指出，当
今时代是创新的时代，谁能在创新上
抢先一步， 谁就能在发展上胜出一
筹。坚持创新引领，是贯彻五大发展
理念的首位要求，是湖南未来发展的
战略选择，是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
关键之举。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和省
科协第十次全省代表大会的召开为
标志，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进入全面实施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
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把推
动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全省核心竞争
力、让人民群众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进程中有更多获得感，作为全

省推进创新工作的基本方针，坚持在
开放中创新、在创新中开放，使创新
和开放真正成为车之两轮、 鸟之两
翼， 为湖南阔步前行提供重要支撑。
要把创新作为引领新常态、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落实“三去一降一补”
重点任务的重中之重， 向创新要发
展，以创新促转型。

杜家毫强调，创新是一项系统工
程，要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全面创新， 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
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要
推进科技创新， 力争在智能制造、生
命科学、新材料等领域取得一批标志
性科技创新成果，在建设科技强国中
作出湖南贡献；既瞄准“高精尖”，又
紧贴群众生活需求，让老百姓共享科
技进步成果和实惠。 要推进管理创
新，创新政府管理，深化行政体制改
革，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科技管理，推
进研发体系、 成果评价体系等改革；
创新企业管理，坚持党的领导，提高
企业经营管理者素质，努力学习借鉴
国内外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经验。
要推进产品创新，积极拓展个性化定
制、柔性化生产、智能化制造，推动湖
南制造向湖南创造转变、湖南产品向
湖南品牌转变。 要推进平台创新，坚
持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湘
江新区、两型社会试验区、“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联动发展，力
争在超级计算、生物遗传、自动控制
等领域组建一批国家级战略综合性
平台，争取更多国家工程中心、研发

中心、标准中心、检测中心、计量中心
等落户湖南； 推进科技园区建设，提
质升级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要
推进人才创新，加大人才引进培养力
度，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伍。要推进文化
创新，充分发挥广电、出版、创作、演
艺等优势，兼收并蓄、推陈出新，努力
让文化创新成为全省的靓丽名片。

杜家毫强调，要把推进工业新兴
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作为明年全省
经济工作的一项重点任务，以产业链
促进创新链， 以创新链支撑产业链，
加快制造强省建设。要抓紧制定实施
方案，大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打通
产业链上下游， 形成规模集群优势，
推动资源要素集聚集约，尽快形成新
的产业增长点和创新突破点。

“凡是有利于创新的工作，都要
大胆实践； 凡是不利于创新的障碍，
都要坚决破除。”杜家毫强调，各级党
委、政府要把创新工作摆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创新投
入力度，创新体制机制，强化舆论支
持，形成推进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许达哲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要求和本次会
议的部署上来，切实落实五大发展理
念，真正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找准创新引领战略实施与本地
区、 本领域企业和项目的结合点，切
实将科教强省建设的任务细化、具体
化，落实到产业培育、企业发展、成果
转化和人才培养上，为建设“五个强

省”提供强大动力。
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三个面

向”，着力打造创新高地。特别是面向
经济建设主战场， 以市场为导向，着
眼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培育，组织进
行科研攻关， 提高科技创新效益；着
力抓好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等各
类创新资源集聚区、创新平台、创新
团队、创新企业建设，强化企业的创
新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和军
民融合发展， 推进形成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良好格局。 要推进制度创
新， 形成有利于创新创业的政策、制
度和市场环境。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
完善优惠支持政策，深化科研项目经
费管理改革，健全创新创业公共服务
体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弘扬创新
文化； 逐年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制定符合各市州实际的
增长目标，引导和鼓励社会、企业加
大科研经费投入力度。要坚持“一把
手”抓“第一生产力”，切实发挥好人
才“第一资源”的作用，出台有利于本
地区创新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鼓励
院士、学者提携后学、培养新人，推动
形成创新人才层出不穷的生动局面。

会上，中联重科、国防科大、株洲市、
中南大学、省农科院、长沙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等单位负责人作典型发言。

上午，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等
和与会代表一道，乘坐体验了磁浮列
车，考察观摩了中联重科、红太阳光
电、华曙高科、远大住工等高新技术
企业。

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在长召开
杜家毫强调，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许达哲主持大会 李微微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评论员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落实到工作层面就是要突出‘三个着
力’‘四大体系’‘五大基地’ 这个抓
手。”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指出了湖南
今后的着力点、使劲处。

“发令枪”响起，“路线图”铺开，然
而，对于千头万绪的地方发展而言，这
几个“抓手”虽是制胜“锦囊”，但不意
味着每个县市州都能用得上。 这就需
要各地因地制宜， 从中找准自己的突
破口。在此基础上错位发展，差异化竞
争，精准发力，实现精明增长。

因地制宜，意味着挖潜力、增优
势、筑造“高地”。当前，打造科技创新
基地和现代制造业基地，长株潭更具
有可能，更接近成功。为什么这么说？
长株潭地区集聚了工程机械、轨道交
通、装备制造、新材料、电子信息等一
大批在全国、全球都有影响的现代制

造产业。长株潭地区高校云集，能够
为这两个基地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技
术和人才支撑。这里又有大批创新企
业，能够把这些创新资源迅速转换成
现实的生产力。此外，长株潭还有生
态环境、子女教育、房价适中等多层
优势。 有了这么多好的基础条件，我
们完全有底气、有信心将长株潭地区
筑造成创新开放“高地”。

“抓手 ”不是空洞的口号 ，目标
在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比如 ，我
省 “电视湘军” 领跑全国，“出版湘
军”“动漫湘军”“演艺湘军” 脱颖而
出，报业湘军蜚声业界，互联网湘军
来势迅猛，形成了蔚为大观的“湖南
文化现象”。这些都是我们发展文化
创意基地的底气所在。 哪个地方有
特色就优先发展哪个， 谁有特色就
优先发展谁。

因地制宜，意味着补短板、解难
题 、打造 “亮点 ”。湖南农业 “大而不

强”，党代会提出，要打造以精细农业
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这
一“抓手”找准了靶向治疗的突破口。

“精细农业”是对比“粗放农业”
而来。纵观国际国内，特别是人多地
少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以及
我国台湾地区，其现代农业的成功经
验无一例外都是走的精细农业路子。
湖南农产品 “大路货”、“原字号”居
多，依靠大肥、大药、大水换来数量增
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倒逼湖南必须走
精细农业之路。

在农业区域布局上，湖南已形成
以商品粮为重点的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以精品农业为重点的长株潭都市
农业区，以温光优势农业为重点的湘
南特色农业区，以武陵山、雪峰山独
特资源保护与利用为重点的大湘西
旅游休闲农业区四大板块。未来这些
地方发展精细农业，不仅在观念上要
转变，农业的标准化、管理的科学化

都应更进一步。
因地制宜， 还意味着吃透情况，

从自己的长处、特色出发，不搞整齐
划一，更不能抓满天麻雀。党代会提
出打造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
旅游基地。这里不得不说到全国正大
力推进的 “特色旅游小镇” 建设。当
前，我省一大批功能集中、产业兴起、
特色鲜明的小城镇茁壮成长，如望城
的靖港镇、宁乡的灰汤镇、浏阳的大
瑶镇、湘潭的花石镇、宜章的梅田镇。
这些集聚发展的典范，为小城镇产业
发展指明了方向。特色小镇不必面面
俱到， 而应该聚焦某个优势产业，围
绕其来打造完整的产业生态圈。只有
突出“特色”，才能在旅游产业链里占
据独特地位。

“主大计者，必执简以御繁”。只
要设计上精准细化， 行动上应势而
为，何愁找不准“抓手”，何愁不能精
明增长？

因地制宜 找准“抓手”
———深入学习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之三

湖南日报12月 6日讯 （记者
李伟锋 实习生 张维正）省政府办
公厅于12月5日下文发布《加快航
空制造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简
称《政策措施》）。从产业基金、园区
项目、人才队伍、用地指标、改革改
制等方面出台16条举措，着力推动
我省航空制造业发展， 致力打造国
内领先的航空装备制造基地。

根据《政策措施》，省本级政府
性产业基金支持设立航空产业发展
子基金，鼓励引导各类社会资本、金
融资本投入航空产业。同时，逐步增
加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规
模，创新财政投入方式，加大对符合
政策条件的航空产业发展项目支持
力度。

（下转2版①）

16条举措
“助飞”航空制造业

致力打造国内领先的航空装备制造基地

湖南日报12月6日讯 （记者 贺威
胡宇芬 ）今天上午，省科协第十次
全省代表大会在长沙开幕。省委副
书记乌兰强调， 全省各级科协组织
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围绕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发展愿景和“五
个强省”的奋斗目标，深入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以科技创
新引领全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和老同志向力力、葛洪元、
刘建新、黄伯云、蔡力峰、卢光琇、
龙国键，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庄钊文、

中南大学校长张尧学，在湘两院院士
俞汝勤、姚开泰、何继善、夏家辉、
官春云、金展鹏、于起峰、丁荣军、
宋君强、印遇龙、廖湘科、郑健龙、
罗安、 谭蔚泓， 省科协名誉主席
侯振挺出席开幕式。

会议对荣获第七届“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首届“湖南省优秀科
技工作者”、第十届“湖南青年科技
奖”称号的65名科技工作者进行了
表彰。我省阳春华、李昌珠、李映兰、
陈江华、梁红文荣获第七届“全国优
秀科技工作者”称号。

（下转2版②）

� � � � 乌兰在省科协第十次全省代表
大会上强调

以科技创新引领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12月 6日讯 （记者
孙振华 ） 全省煤矿安全生产形势
持续稳定好转。 据省煤炭管理局
今天提供的统计数据， 截至11月
底， 今年以来全省煤矿发生各类
事故8起、死亡15人，同比减少20
起 、33 人 ， 分 别 下 降 71.4% 和
68.8%； 其中较大事故2起7人，同
比分别下降33.3%和53.3%；煤炭

百万吨死亡率为0.6%， 同比下降
63%； 全省煤矿连续41个月杜绝
了重大事故。

2012年全省有各类煤矿 989
处， 多数小煤矿灾害隐患严重。
近年， 全省关闭退出落后小煤
矿， 打了一场漂亮攻坚战， 关闭
小煤矿588处， 占全省煤矿总数
的60%。 （下转2版④）

新湖南客户端12月6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申华跃 吴炳贤
石胜超) 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
中心和湖南师范大学的专家组，近
日对拟建江永永明河国家湿地公园
进行了现场评估和考察调查， 考察
中发现新物种1种和鱼类新记录
种1种。

拟建的江永永明河国家湿地
公园位于江永县西北部，西起大坪
坳水库， 东至江永与道县交界处，
北至都庞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南
至松柏瑶族乡棠景村 。 总面积

1058.64公顷。其中，自然湿地面积
占85.44%， 人工湿地占7.44%，湿
地率88.84%。 规划区内景观资源
及动植物资源丰富， 文化底蕴深
厚。沿河溪清泉洁，江水萦回，丘冈
绵亘，峰峦玉立，山川秀丽，景色宜
人，人与自然一体，浑然一幅自然
美丽的福地画卷。丰富的湿地类型
和湿地植被为湿地动物提供了良
好的栖息环境以及充足的食物供
给，湿地公园内部及其周边地区具
有较好的动植物多样性。

（下转2版③）

江永永明河湿地发现新物种

关闭小煤矿从源头抑制灾害

湖南煤矿连续41个月杜绝重大事故
截至11月底全省煤矿死亡人数和煤炭

百万吨死亡率同比大幅下降

12月6日，郴州
飞天山国家地质公
园，“飞天·苏仙”大
型山水实景演艺中
心建设即将完工。目
前，演艺中心主体外
部以及舞台布景、观
众席等基础设施已
竣工，演艺中心内部
施工和配套设施建
设正在扫尾。该项目
是郴州市重点打造
的文化旅游项目，总
投资12亿元。

贺茂峰 摄

景中
添景

湖南日报 12月 6日讯 （记者
冒蕞）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中粮集团董事长
赵双连一行。

中粮集团副总裁迟京涛，副省长
戴道晋、 省政府秘书长杨光荣参加
会见。

许达哲说， 湖南作为农业大省
和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之一，当前，
正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
出的“三个着力”要求，力争走在中
部崛起前列， 让人民群众更多更好
地共享发展成果。 中粮集团在全球
粮食企业中总资产规模排名第一，与
湖南长期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各项

在湘业务发展势头强劲。希望中粮集
团继续将业务、品牌、资金、管理、销
售网络等方面的优势，与湖南良好的
自然禀赋、优质的农产品资源紧密结
合， 与湖南的脱贫攻坚事业紧密结
合，在商贸物流、农产品加工、文化
旅游等领域开拓新的合作空间，推
动省企合作结出新的硕果。

赵双连说， 中粮集团一直高度
重视在湘投资发展， 将在巩固已有
合作成果基础上， 进一步推进粮食
购销、黑茶推广、油茶开发等领域的
合作， 持续加大投入， 拉长产业链
条，扩大市场份额，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许达哲会见赵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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