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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016年12月31日电 新年前
夕， 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
视台（中国环球电视网）和互联网，发表了2017
年新年贺词。 全文如下：

2016年即将过去，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在这辞旧迎新的美好时刻， 我向全国各族人
民，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
同胞，向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向世界各国各
地区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

2016年，对中国人民来说，是非凡的一年，
也是难忘的一年，“十三五”实现了开门红。 我
们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加快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程， 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继续走在世界前
列。 我们积极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迈出重要步伐，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重
大突破，各领域具有四梁八柱性质的改革主体
框架已经基本确立。 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力促进司法公正、维
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继续纯净政治生态，
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继续好转。

2016年，“中国天眼” 落成启用，“悟空”号
已在轨运行一年，“墨子号”飞向太空，神舟十
一号和天宫二号遨游星汉，中国奥运健儿勇创
佳绩，中国女排时隔12年再次登上奥运会最高
领奖台……还有，通过改革，农村转移人口市
民化更便利了，许多贫困地区孩子们上学条件
改善了，老百姓异地办理身份证不用来回奔波
了， 一些长期无户口的人可以登记户口了，很
多群众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 每条河流要有
“河长”了……这一切，让我们感到欣慰。

2016年，在美丽的西子湖畔，我们举办了二
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向世界贡献了中
国智慧、中国方案，也向世界展示了美轮美奂的
中国印象、中国风采。“一带一路”建设快速推进，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开张。我们坚持和平
发展，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谁要在这
个问题上做文章，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这一年， 多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和安全事
故， 给人民生命财产和生产生活造成严重损
失，我们深感痛惜。 中国维和部队的几名同志
壮烈牺牲，为世界和平献出了宝贵生命，我们
怀念他们，要把他们的亲人照顾好。

2016年，我们隆重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
95周年、 纪念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
年，我们要牢记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作出贡
献的前辈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新故相推，日生不滞。 ”即将到来的2017
年， 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
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
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发力。 天上不会
掉馅饼，努力奋斗才能梦想成真。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 一年来，又有
1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了脱贫，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的同志们辛苦了，我向同志们致敬。 新
年之际，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吃得
怎么样、住得怎么样，能不能过好新年、过好春
节。 我也了解，部分群众在就业、子女教育、就
医、住房等方面还面临一些困难，不断解决好
这些问题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全党全
社会要继续关心和帮助贫困人口和有困难的
群众，让改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让人民
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上下同欲者胜。 只要我们13亿多人民和衷
共济，只要我们党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大家
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好我们这
一代人的长征路。

中国人历来主张“世界大同，天下一家”。
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过得好，也希望各国人
民过得好。 当前，战乱和贫困依然困扰着部分
国家和地区，疾病和灾害也时时侵袭着众多的
人们。 我真诚希望，国际社会携起手来，秉持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把我们这个星球建设得
更加和平、更加繁荣。

让我们满怀信心和期待，一起迎接新年的
钟声！

谢谢大家。

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

湖南日报编辑部

元为初始，旦者天明 ；一元复始 ，旦复旦
兮。

新年第一天， 我们向各位读者朋友送上
真诚的祝福：新年快乐！ 吉祥如意！

今天， 当这份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报纸呈
现在您面前，您也许会发现，她又有了些许新
的变化。

是的，新年新气象，我们希望以更厚实的
内容、更靓丽的容颜跨入新的一年：

《湘声》《湖湘工匠》《创业记》3个新专栏
集体登场。

过几天您还将看到《观察》《好文》两个版
块。

为适应现代传播潮流， 我们将冠名 《来
信》几十年的专版，更名为《舆情》。

版式上的微创新不必缕述， 总之是强化
可视化表达、简约化设计，强调版面透气性 ，
力求大气中透出雅致，清新而有力量。

这只是您看得见的变化；看不见的背后，
还有我们在机制创新、 媒体融合等方面的竭
力谋划。

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了给您呈现一
份这样的报纸：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气
质！

其实，这份走过60多年风云岁月的报纸，
近些年一直在改变自己。

2015年，我们推出全新的改版提质方案，
高扬高度与深度的旗帜。 开辟《深读》版块，推
出《青春8090》专栏……

2016年 ，我们又做了进一步完善 ，推出4
个版的周末《湘江》副刊，精心营构艺文园地；
加大理论评论分量，开辟《观点 》及诸多理论
专版，勇于介入思想市场……

今年，我们再次创新内容与形式。
我们为什么要不断自我更新？
凤凰涅槃，是为了飞得更高更远。
我们不断改变，心里始终惦记着“读者至

上”的办报信念。
我们不断改变，是为了追求青春不老、活

力永续。
网络的出现、数字化阅读，正在强烈地影

响着纸媒的生态。
时代在变，报纸也要变。 纸媒要“突围”，

要强化自身的影响力，唯有不断创新。
“内容为王”永远是抢夺新闻制高点的制

胜法宝。 我们将不断丰富报纸的内涵，扎扎实
实做好内容生产。

我们要尽可能抢占新闻资讯的第一落
点 ， 减少碎片化 、 同质化 、 平庸乏味的报
道， 增加短小精悍的优质新闻。 在提高新闻

的及时性、 准确性、 鲜活度基础上， 走 “深
度化、 精品化” 之路。 进一步强化议题设置
能力、 集成报道能力、 观点生产能力、 话语
创新能力 ， 着力增强本报的新闻性 、 权威
性、 引导力。

我们努力实现媒体融合，湖南日报、新湖
南、华声在线从相加到相融 ，将会相得益彰 ，
相辅相成。

我们谨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
的48字要求，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
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
的守望者。

“办出一份适应新时期 、新任务 ，省委信
任，湖南广大干部群众满意，在全国各省市党
报中走在前列的报纸。 ”

谆谆嘱托， 重任在肩。 唯有朝乾夕惕，不
断努力。

感谢您，亲爱的读者！
感谢您， 在新闻传播介质与渠道多元化

的今天， 在新的一年您依旧将这份报纸置于
手中。 感谢您，在纸媒的寒冬，您始终不离不
弃，与我们一路同行。

弘扬愚公移山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在
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吹响
了新征程的嘹亮号角。 办好党报，也需要我们
用尽移山心力，“革命”到底。

湘声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 ， 增强 “四个意识 ”， 既是政治要求 ，
也是对各方面工作的要求。 具体到经济工
作中， 怎么看齐？ 就是要对标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 特别是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
济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看齐。

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对经济判断做
了重大调整 ， 认为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
态。 党中央对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也做
了重大调整， 提出创新、 协调、 绿色、 开
放、 共享五大理念， 强调宏观政策要稳、
微观政策要活、 产业政策要准、 改革政策
要实、 社会政策要托底。

同时， 党中央对发展经济工作的思想
方法也做了重大调整， 把稳中求进作为整
个经济工作的总基调， 要求保持定力， 守
住底线， 精准发力， 坚持久久为功。

增强 “四个意识 ”， 不是空洞口号 ，
而是要在实践中见真章。 对于经济领域来
说， 核心要义就是要把中央对经济形势的

重大判断， 对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 对做
好经济工作思想方法的重要论述， 学深悟
透， 牢记于心， 并贯穿到经济工作的全过
程中去。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三个着
力”的第一个，但还有不少干部对此存在模
糊认识，认为只是权宜之计。 就拿我省煤炭
的去产能来说，2008年， 在遭遇低温雨雪冰
冻灾害以后，煤炭供求关系紧张，甚至要调
煤保电。 后来，随着煤炭价格不断走低，省委
省政府决定对年产9万吨以下的高瓦斯矿井
予以关闭。 去年以来煤价好了，不少小煤矿
又蠢蠢欲动，想搏一下，把前几年损失补回
来。 这几年，我们在能源供应上已经采取了
很多措施，包括特高压、煤运大通道的建设
等，能源的结构性改革已经取得成效。 不要
一出现价格波动就思想动摇，对去产能要有
壮士断腕的决心。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央经济发
展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调整， 是经济工作
的主线。 我们要主动向党中央的决策部署
看齐， 并保持战略定力不动摇。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2017年元旦出行，乘火车、飞机的旅客将
享受更便捷实惠的服务。

记者分别从铁路、 航空部门了解到，从
2017年元旦起，旅客坐火车丢了火车票，只需
花2元，就可在车上或出站前补办车票。 元旦
小长假，机票不涨反跌，沪昆高铁沿线城市机
票最低跌至一折。

长沙往北上广高铁票充裕，
东广场进站速度更快

车上或出站前遗失火车票，
2元可补办

随着沪昆高铁全线开通，元旦假期，长沙

南站乘坐高铁出行的客流将增加。 长沙南站
提醒旅客，长沙南站东广场已投入运营，建议
旅客优先选择客流较少的东广场进站。

长沙南站介绍，东广场对停车、进站、换
乘等都进行了优化，旅客从地铁、磁浮出口走
到售票厅及候车室只需3至5分钟路程。 目前，
大多旅客仍习惯从西广场进站， 因而东广场

客流极少，进站速度很快。
截至2016年12月31日18时，元旦当天，长

沙往广州、北京、上海、杭州、厦门、南宁等主
要出行方向的高铁票仍然充裕。

旅客需注意的是，从2017年1月1日起，将
执行新的实名制车票挂失补办办法。

(下转6版)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曹娴） 赏花、 逛公园、 看焰火……长沙市
民不出远门， 元旦假期同样精彩。 记者了
解到， 元旦假期， 长沙各大公园、 景区开
展特色活动， 与市民、 游客共同迎接2017
年的到来。

天公作美， 元旦假期正适合出门赏景。
城南又添好去处。 湘府文化公园于元旦假
期开放， 占地面积近300亩， 分为春景区、
夏景区、 秋景区、 冬景区和四季鲜花常青
区5个片区， 每个片区栽种不同特点的景观
植物。

冬季的省植物园不乏动人“倩影”， 多
肉植物展和茶花展正在上演。 其中， 多肉
植物有上千个品种， 包括“蜡牡丹、 罗琦、
婴儿手指” 等独特少见的新品种。 茶花展

观赏区有浙江红山茶、 南山茶、 长瓣短柱
茶等山茶科物种及十八学士、 金盘荔枝、
星桃牡丹、 紫魁等80多个茶花、 茶梅品种，
约1000株， 花期4个月。

爱好传统文化的朋友可以去太平街走
走， 近期开馆的天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展示中心展出湘绣、 剪纸、 面塑等17
个非遗代表性项目， 市民可持身份证免
费参观；喜爱动物的市民也可与“新朋友”
会会，长沙生态动物园首次引入了两只川
金丝猴，长沙海底世界的白鲸宝宝正式亮
相……

夜幕降临，同样精彩。 万众瞩目的橘洲
焰火再次回归，迎接新年。 元旦橘洲焰火晚
会将在2017年1月1日20∶30上演， 燃放时
长20分钟，主题为《多彩星城、 魅力长沙》。

移山心力“革命”到底
———新年改版创新致读者 经济工作要增强看齐意识

新年出行有新规 高铁票多机票价优

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过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和互联网，发表2017年新年贺词。
新华社发

元旦长沙好精彩
赏花 逛公园 看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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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实施〈旅游法〉办法》今起实施

旁听生成了顶尖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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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有哪些精彩的体育赛事不容错过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李雅文

制图/李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