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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倩 周云武

历史的时针指向2017年。坐标：
长沙市芙蓉区。

农历年后上班的第一天，一份红
头文件———中共芙蓉区委“1号文件”
发放到每一位中层以上的干部手中。

文件开门见山：“经区委、区政府
研究同意，现将《关于创建国家中心
城市，推进“三大工程”，打造“四个芙
蓉”的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

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文中还具体部
署了落实“三大工程”的“九大行动”。

这是行动号令， 这是具体部署，
这是施政纲领。芙蓉区新年的工作格
局，自此全面拉开！

传承：历史的车轮再次提速
芙蓉区新年工作布局“三大工

程”：强党建、提品质、惠民生。区委书
记于新凡如此诠释：“这是芙蓉区产
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彰显精致精

美魅力芙蓉的有效路径，更是增强老
百姓获得感、 幸福感的内在要求。今
年推出“三大工程”，是基于时代的大
势、上级的部署、区域的特色，还有历
史的承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芙蓉区深刻领
会和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各项指示
精神。在党的建设方面，以思想建党、
制度治党、格局兴党为主线，既从严
从实，又贴近时代、改革创新，取得了
一系列成就。2016年，芙蓉区“东湖

夜话” 党员服务品牌获中组部肯定，
打造的党建APP为湖南省首创之举，
朝阳、火星等街道的党建工作也亮点
纷呈。

在新型城市化进程中，芙蓉区作
为老城区，老旧社区不断蝶变，浏阳
河风光带成为精品城区建设的样板。
承接这样的思路和经验，今年，芙蓉
区将启动53个社区提质提档， 建设
13条特色街巷， 新增和提质绿地面
积37公顷以上。 荩荩（下转4版）

“芙蓉”花开竞芳华
———长沙市芙蓉区强党建、提品质、惠民生纪实

� � �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杨国军 吕俊 罗伟）近日，28
台满载着塔式起重机械的大型运输
车辆，从常德高新区中联重科建筑起
重机械分公司驶出， 将通过陆运、海
运，销往韩、美等国。这个全球最大的
单一塔式起重机基地，不断推动企业
向“智能制造”转型，新春伊始，就收
到塔机订单209台、货值1.35亿元，同
比增长45%。

前两年，常德高新区一些企业遭

遇“寒冬”，尤其是产能过剩导致企业
效益严重下滑。在这种情况下，常德
高新区大力推进管理创新、产品创新
和商业模式创新。他们认真分析市场，
破解发展瓶颈， 大力推进园区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体制、 财政体
制及经营开发公司的改革， 实行并联
审批、限时办结，全面优化发展环境。

同时，为鼓励科技创新，常德高
新区建起了1.5万平方米的省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 配有21万平方米生产

集中区、3.6万平方米功能配套区，现
已有35家企业入孵。 还出资1000万
元，建立创新创业种子基金，并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广东工业大学等多
家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争取智力支
撑。人力无动力水稻收割机、环保智
能垃圾桶、高压脉冲污水处理等多个
科技创新项目诞生，园区向“智能制
造”转型取得实效。响箭重工、瑭桥科
技等10多家企业还由配套型向自主
研发型转型，形成了一批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
“智能制造”激活了一池春水。前

几年陷入困境的升湘机械通过向“智
能制造” 转型， 获得12项国家发明专
利，开发出7大系列10个型号直臂随车
起重机，订单源源不断。常德市鼎城区
委书记杨易兴奋地告诉记者， 今年初,�
又有粤港光电产业园、 远大住工等一
批高新项目落户常德高新区。 今年1
月， 常德高新区实现产值20亿元、税
收3000万元，同比均增长20%以上。

“智能制造”开新天
常德高新区今年1月产值、税收同比增长20%以上

� � � � 湖 南 日 报 北 京 3月 2日 电
（记者 唐婷 周帙恒）春风三月，
盛会开启。今天，部分在湘全国人
大代表乘坐G84次高铁抵达北
京， 出席即将召开的十二届全国
人大五次会议。

“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反
映民意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我
们要把湖南人民的声音带到会
上。” 上午9时许， 代表们一上高
铁，就开始了热烈讨论。

红薯粉丝、红薯面条、红薯淀
粉……向平华代表向大家展示他
特意带来的红薯加工产品，“红薯
投资小，加工价值大，是山区农民
脱贫增收的好产业。去年，光我们
象鼻嘴村就卖了10万斤。”

听向平华代表“推销”红薯，
坐在一旁的杨莉代表坐不住了。
她有些神秘地捧出几株小小的绿
色植物。“这是栀子苗， 这两年我
带领乡亲们在洞庭湖区种栀子，
种植面积已经超过6000亩。”杨
莉代表说，她的梦想，就是让漫山
遍野的栀子花成为乡亲们的致富
花、幸福花。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大家
共同关注的话题。

荩荩（下转2版）

� � �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奉永
成）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安
化‘5133’人才引进工程”新闻发布
会。 安化县计划从今年开始，5年内
引进领军型人才10名，博士研究生
或副高以上职称专家、 全日制硕士
研究生、重点院校本科生300名，一

般院校全日制本科生3000名。其
中， 领军型人才首次聘用期内将按
年薪50万至100万元进行计酬。

安化县被誉为“羽毛球世界冠
军的摇篮”“中国黑茶之乡”“中国最
佳养生休闲旅游胜地”。

荩荩（下转10版①）

“尽责履职，未敢懈怠”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抵京

全国两会热线

� � � � 3月2日，在赴京参加盛会的列车上，代表们在一起交流加快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建设的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 � � �湖南日报3月2日讯（记者 李国
斌 ）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文明办获
悉，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在北
京召开的全国学雷锋志愿服务工
作座谈会上， 公布了2016年全国
学雷锋志愿服务最美志愿者、最佳
志愿服务组织、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和最美志愿服务社区“四个100”先
进典型名单，湖南有湖南日报报业
集团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等13个志
愿服务项目、组织、社区和志愿者
上榜。

获评最美志愿者的是： 岳阳市
蓝天救援队志愿者陈华， 长沙市捐
资助学、扶贫济困志愿者刘习明，郴
州市雷锋之家志愿者工作站发起人
陈新华。 入选最佳志愿服务组织的
有： 常德市武陵区学田工志愿服务

联合会、株洲市儒学会、邵阳市邵东
爱心义工联合会。 入选最佳志愿服
务项目的有： 长沙市七色花志愿服
务行动、 湘潭市叮当网络助学志愿
服务行动、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利群
阳光助学行动。 入选最美志愿服务
社区的有： 长沙高新区麓谷街道和
馨园社区、 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街道
洪家村社区、 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
道街心社区、 怀化市鹤城区城中街
道三角坪社区。

据了解，学雷锋志愿服务“四个
100” 先进典型评选活动， 由中宣
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11个部委
联合组织开展， 在全国推荐评选
100个最美志愿者、100个最佳志愿
服务组织、100个最佳志愿服务项
目、100个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13个学雷锋志愿服务
典型入选全国“最佳”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利群阳光助学行动等上榜

安化县百万年薪求人才
计划5年内引进四大类人才3310人

� � � � 湖南日报北京3月2日电（记者
冒蕞）日前，省政府在北京先后与国
家交通运输部进行会谈， 与国家电
网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 国家交通运输部部长
李小鹏， 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
彪出席会谈或见证签约。

副省长张剑飞、谢建辉、杨光荣，
国家交通运输部副部长何建中，国
家电网公司副总经理韩君、 刘泽洪
参加会谈或签约仪式。

在交通部， 双方就贯彻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深化部省合作，促进湖
南发展进行了深入交流。许达哲说，
湖南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的家乡， 当前正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以及“三个着力”的重要
指示要求，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建设“四大体系”“五个强
省”，打好脱贫攻坚、转型升级、环境
治理三大战役，提升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这些都需要大力发展交通
事业，需要得到交通部的帮助支持。
希望交通部能进一步完善部省协调
机制，在高速路网建设和提质改造、
农村路网完善、 旅游景区交通设施
建设等方面继续给予支持。

李小鹏表示， 交通部将一如既
往地大力支持毛主席家乡的发展，
不断完善与湖南的沟通协调机制，
进一步创新支持形式， 为促进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在国网公司， 谢建辉和韩君分
别代表省政府和国网公司签署了合
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贯彻
国务院关于“十三五”期间实施新一
轮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的决策部
署开展深入合作， 范围涉及国网公
司在湖南经营区域内的117个县市
区。

签署协议前， 双方就深化合
作、保障供应、强化对接等方面进
行了交流。许达哲希望双方以此次
签约为新起点， 不断加强项目、机
制、技术的互动和对接，希望国网
公司在城乡供电均等化、电力体制
改革、 贫困地区电力基础设施改
善，以及电力装备制造业发展等方
面加大支持，与湖南携手实现互利
共赢。

舒印彪表示， 国网公司将认真
履行协议， 加大在湘项目布局和投
资力度，加强电力运输通道建设，并
在农网改造、新能源发展、抽水蓄能
电站建设等方面给予支持。

深化对接合作
共促湖南发展

省政府与交通部会谈，并与国网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编者按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
要讲话，要求湖南“着力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
生工作， 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省
委、省政府牢记总书记嘱托，将“三个
着力” 作为全省各项工作的重要遵
循，坚定不移推进改革，攻坚克难加
快发展，持之以恒改善民生，取得的
阶段性成效有目共睹。

为全面反映我省贯彻落实“三个着
力”的新探索、新实践、新经验，本报从
今天起连续推出系列报道，全面反映一
年来湖南全面推进“三个着力”取得的
可喜成绩，系统梳理今年湖南在进一步
推进“三个着力”上有哪些新打算，激励
人们满怀信心喜迎党的十九大，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李伟锋

又到全国两会期，湖南代表团沐
浴春风又进京。

团聚的喜悦，再一次萦绕在每个
代表心头。而在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
的殷殷嘱托言犹在耳。

2016年3月8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对湖南提出明
确要求：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一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带领
全省人民，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围绕“三个着力”加油干，交

出了一份精彩的答卷。

精准发力，打赢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硬仗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
场硬仗。”对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代
表们记得很清楚。

去年全国两会刚结束，省委、省政
府即部署，聚焦“三去一降一补”，精准
研判、精准发力、精准施策，致力打赢
这场“等不得、输不起”的硬仗！

对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形象
地用五个词语予以概括：“去粗取精”
去产能，“旁敲侧击”去库存，“化险为

夷”去杠杆，“多措并举”降成本，“扬
长避短”补短板。

一年来，湖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去得有力、降得实惠、补得关键”，积
极成效正在逐步显现。

去年8月12日， 一纸关停退出封
条，牢牢地贴在中冶湘重的电炉操作
系统上。这个年产能逾50万吨，投产
不到10年的中南地区最大水冷钢锭、
轧辊、大型铸钢件及压力容器厚板生
产基地，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打击“地条钢”专项行动迅猛展
开，益阳中源钢铁有限公司等9家“地
条钢”生产企业被强制关停，一举淘
汰275万吨落后产能， 钢铁去产能任

务全面完成。
煤炭去产能“战场”，“关停并转”战

术组合施展，2073万吨产能艰难退出，
煤矿“散小乱”状况得到有效根治。

大刀阔斧“退”， 换取优质高效
“进”。去年全省高加工度工业增加值
增长10.6%， 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
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11.4%， 提高
0.7个百分点；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
增速，低于规模工业平均增速1.8个百
分点。

为盘活“沉淀”在钢筋水泥里的
资金，省政府出台“湘十条”，结合棚
户区改造、保障房建设促进房地产去
库存； 明确农民进城购房给补助、企

业租房有奖励。至去年12月末，全省
商品房待售面积下降12.3%， 比2015
年末减少408.1万平方米。

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通过“五挂
钩、一甄别”，总量控制市县债务规模，
甄别清理不规范、不合法举债行为，去
杠杆加快，政府债务“化险为夷”。

全面推行营改增，取消、停征、降
标众多涉企收费，简政放权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一套“组合拳”下来，
全省税负有效降低。2016年全省宏观
税负降至9.9%，首次低于10%。

紧盯关键环节，以制造强省、农业
供给侧改革、一湖四水治理、脱贫攻坚
等重点工作为抓手， 努力做优实体经
济、做强现代农业、做美生态环境、做
实扶贫攻坚，有效拉长发展短板。2016
年，湖南经济总量超过3.1万亿，位居全
国第九。 荩荩（下转10版②）

“三个着力”的精彩答卷

2017，与幸福同框
———百姓微心愿，捎往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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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子种在山地上
湖南首现山稻栽培，与油茶林套种，助力降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