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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复始春为首，伟大的征程从春天出发。
2016年3月8日， 春的气息格外浓郁。北

京，春风拂面，新蕾绽放。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巨幅国画《报春图》

前，掌声、笑声、讨论声，声声入耳。
在这里，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分组审议。
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经济“把脉

定向”，为湖南工作指点擘画———
“要创造性开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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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广大人民群众有更多
获得感。”

寄望之重、关怀之殷，如春风化雨，沁人
心扉。

省委、 省政府深刻领会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以“三个着力”指引全省经济社会发
展，团结带领全省人民砥砺奋进，奋力开拓发
展新境界。

发力供给侧改革
培育发展新动能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
硬仗……以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
状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打赢这场硬仗。” ———习近平

资本、土地等要素供给下降，资源环境约
束强化，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消费需求“外
溢”，人力资源稀缺性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深
刻调整，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发展环境正
悄然改变。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
发展速度变挡调速，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发展动能因势转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思熟虑，从容应对。

引领新常态， 湖南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路径清晰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

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时代的破局之
声———

“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
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彼时的湖南，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爬坡
过坎的关口。

外贸总额罕见出现负增长的同时， 境外
代购风生水起；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高端产
品却供给不足。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破局？2015年底
的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上， 湖南决策层深刻思
考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湖南经济发展的重
大命题。

冬去春来。2016年3月8日，北京。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湖南代表团，寄语湖南———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

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当前和长远、力度
和节奏、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以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脚

踏实地、 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 打赢这场硬
仗。”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深刻阐明了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迫性和方法论， 湖南改
革前行之路豁然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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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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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硬仗在三湘大
地迅速打响———

2016年3月底，省委召开常委会议，审议
通过了《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
意见》；

4月，省政府工作会议明确，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统揽经济发展全局；

8月，《湖南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规划（2016-2020年）》出炉；

9月，省委常委会会议逐一检查落实“三
个着力”工作，要求“持续用力，逐项对照抓好

落实落地，确保取得实效”。
12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

省市州长工作调度会强调，围绕“三个着力”
要求，盘点和谋划好各项工作。

察势者智，驭势者赢。湖南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路径分外清晰。

“三去”做“减法”，补短板做“加法”，
释放新空间

2016年8月12日，湘潭。一纸冰冷的关停
封条， 牢牢地贴在华菱旗下中冶湘重的电炉
操作系统上。 这个年产钢锭50万吨却高额负
债的“僵尸企业”就此退出历史舞台，湖南钢
铁去产能任务提前完成。

煤炭去产能，政府挥动“有形之手”：规定
期间内退出的煤矿， 瓦斯突出矿井每矿奖补
660万元、非突出矿井每矿奖补390万元。受此

“诱惑”， 新化县温塘镇星火村大坪煤矿矿主
童海滨，主动关闭了他经营的7个煤矿。

2016年， 湖南化解煤炭产能2079万吨。
2017年以来全省又停产关闭煤矿近50处，化

解产能400万吨的目标，11月份可全部实现。
坚定地去是为了更好地进。进退之间，湖

南最大省属国企、 钢铁旗舰华菱集团走出了
一条成功的“转型自救”之路。

关停落后产能的同时，华菱集团集中资
源要素，聚焦高精尖产品开发。目前，华菱
生产的高端汽车用钢板，已通过福特、大众、
沃尔沃等国际知名汽车厂家认证，畅销国内
外。

适应改革之变，改制减员创高效。华菱集
团通过精简法人单位，移交社会管理职能，精
简岗位用工1万多人， 劳动生产率提升30%以
上。

如今，苦练内功的华菱逆境重生，上半年
利润增幅在全国地方钢铁企业中排名第一。

房地产去库存，把握节奏和力度，既“控
面包”又“控面粉”。从“湘十条”到长沙“限购
令”接连升级，至今年8月末，全省商品房库存
下降29%，待售面积连续18个月减少。

去杠杆，有的放矢、对症下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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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去”做“减法”，“减”出发展新空间。
做好“减法”的同时，努力做“加法”，千方

百计补短板。
对钢铁、煤矿等去产能行业，加大就业援

助、内部分流、转岗就业创业……社会政策托
底，保障去产能不影响饭碗；

整合涉农资金使用、 产业扶贫长短结合
……脱贫攻坚补短板；

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四张网”加快
铺开……基础设施补短板；

两批100个制造强省建设重点项目加快
推进，农业三个“百千万”工程深入实施……
产业发展补短板。

创新驱动发展， 改革激发活力，
新动能磅礴成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一场硬仗，也是
一次机遇。用力用到深处，必定落在寻找新动
力、挖掘新动能上。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湖南坚定不移加快
培育新动能。

依靠创新驱动发展，华菱在造船、海工、
桥梁、高压容器、油气、核电、军工等七大用钢
领域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港珠澳大桥、大型
LNG运输船、中海油981平台、俄罗斯北极圈
亚马尔等“高大上”项目，大量使用华菱特种
钢产品。

依靠创新拓展国际产能新空间。 工程机
械“龙头”中联重科，一手抓去产能，一手抓创
新转型，进军环保、农业机械等领域，新兴产
业已占其销售总额的半壁江山。

荩荩（下转2版）

三个着力：开拓发展新境界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系列述评之四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

� � � � “要创造性开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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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广大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

———习近平

■编者按
产业兴湘，产业强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力推进传统
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现代服务业，不断提升全省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转型升级看湖南”系列
报道，介绍娄底、郴州、沅陵、泸溪等地的新做法、新经验、新成效，以飨读者。

———转型升级看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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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周俊

金秋娄底，喜事连连。
9月5日， 省政府批准娄底涟源经开区更

名为娄底高新区。这，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
种期许！

9月22日， 在全省产业发展现场推进会
上，娄底共有5个重点企业和产业项目作为转
型升级典型，接受省领导的检阅。

10月3日，娄底新化紫鹊界和三联峒景区
旅游火爆，“惊动”央视，“娄底旅游”面向全国

展示精彩。
党的十八大以来， 过去长期以能源原材

料为主导产业，被称为“湖南鲁尔区”的娄底，
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指引，坚定“加
速转型、奋力赶超”，走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的
新路。

产业崛起新名片
9月27日至29日，在第八届“湘博会”上，

娄底本土的农业机械、电子陶瓷、智能制造等

产品大放光彩， 仅农机产品就签订购销订单
1.5亿元，农友、湘源金穗等企业还与印度、越
南等地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今年前三个季
度，娄底农机产值达90多亿元，其中小型组合
米机已占老挝80%的市场份额。

娄底因资源而兴，曾以“千万吨煤”“千万
吨钢”“千万吨水泥”等闪亮名片傲立湖湘。在
湖南的地位类似于德国的鲁尔区。 但随着经
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娄底传统的资源型经济
面临困境。

荩荩（下转6版①）

娄底：“湖南鲁尔区”谱新篇

� � � � 2016年3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发

助力复兴伟业 烛照强国梦想
———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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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北去 水清岸绿
16、17版

� � � � 同心同德谋发展，群策群力促转型。
日前 ，全省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

升级补短板” 大型主题讨论活动已正式
启动（详见《湖南日报》10月9日一版），这
既是省委、省政府察民情、听民意 、集民
智、聚民力的一项重大举措，更是社会各
界有识之士、每位三湘儿女用“金点子 ”
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添砖加瓦的大好
时机。为此，湖南日报社决定，自即日起
至12月面向全社会征集讨论“金点子”。

所献“金点子”，请围绕贯彻发展新理
念，突出转型升级主题，聚焦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瞄准“五个强省”建设重大任务，
找问题、寻对策，提建议、出实招，抓重点、补
短板。务求言之有物，切忌泛泛而谈；毋须大
而全，只求短而新，每篇以不超过600字为
宜。《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等
湖南日报社旗下多家媒体将适时开设丰富
多彩的专栏、专版、专题，刊发“金点子”。来
稿请标注姓名、单位、职业、电话，湖南日报
专设邮箱hnrbllplb@163.com、新湖南
客户端专设邮箱xhndtlzg@163.com、
华声在线专设邮箱zxsj@voc.com.cn，
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用您“金点子”，助力新湖南

� � � �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午，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一行来到红
网，调研指导“政协主席走进红网”节目录
制情况、 看望慰问工作团队， 与省委网信
办、中南出版传媒集团、红网新媒体集团等
部门和单位相关负责人座谈。她强调，要深
化与媒体的合作， 汇聚各方面力量服务我
省经济社会发展。

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 秘书长卿渐伟
参加调研。

在节目录制现场， 李微微一行观看了
“政协主席走进红网”第8期节目的录制过
程，并看望慰问了节目嘉宾与工作团队，还
观看了宣传片。

近年来，省政协积极探索“互联网+政
协”， 打造了可以连通省市县三级政协，对
接省委、 省政府工作部门及各民主党派省
委、省工商联，面向全体政协委员和社会公
众互联互通的政协云平台。

荩荩（下转3版）

李微微在红网调研时强调

汇聚各方力量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苏莉 ）今
天， 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4
场在长沙举行。 省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谭
平在发布词中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
年，是全省统一战线事业大踏步前进、蓬勃

发展的5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全省统
一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关于统一战
线重大决策部署， 全面贯彻落实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 各领域统战工作不断开创
新局面，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了更加广泛的
力量支持。

荩荩（下转6版②）

全省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