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迎十九大
永远跟党走
10月13日， 城步苗族自治县

土桥农场管理区， 干部群众在丰收
的橘园里扯起巨幅党旗， 高举“喜
迎十九大、 永远跟党走” 的标语，
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 近年来， 该管理区联合县农
业部门帮助农场居民对橘园土壤和
橘子品种实施科学改良， 橘子年年
丰收， 预计今年管理区的460户橘
农户均年收入比5年前翻了一番还
多。 严钦龙 杨科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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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党的十八届七中全会公报里， 有一
个平时不多见的新提法———保持党的创
造力，且把它列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
领导力、号召力之前。 可见，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提升党的创造力问题，将是新的
历史时期党的建设中一个分外重大的命
题。

过去的五年， 是我们党创造力得以
充分展示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五年。 这期
间， 我们党在率领全国人民实现两个百
年梦想的伟大征途中， 提出了一系列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 出台一系列重大方
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
列重大工作，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 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
而没有办成的大事，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
发生历史性变革。 这些历尽艰辛取得的
成就，其中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党拥有
着源源不竭的创造力。

以全面深化改革为例：过去五年，改
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
崭新局面，各领域改革举措前后呼应、整
体协同，数量之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

触及之深前所未有， 共同汇聚成势不可
挡的改革洪流，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取得新进展、实现新突破、迈上新台阶。
改革源自党强大的创造力， 改革也释放
出全党全社会的强大创造力。

实现百年梦想， 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对我们党来说，既是一份历史责任，同样
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巨大挑战。 展望未来，
我们要走的都是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干的
都是没有先例可循的事，没有旺盛的超强
的创造力， 就不可能肩负起这种历史责
任，不可能完成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 凝聚、锤
炼党的创造力， 关键是要始终坚持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坚决执行严格
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大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确保党在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
强领导核心。

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 党自身建
设的整个链条中， 干部队伍建设始终处
于决定和关键的环节。因此，以创造力为
牵引， 提升党的凝聚力、 战斗力和领导
力、号召力，关键在于建设一支不断焕发
创造力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王亮
徐典波） 百余辆新能源汽车驰骋五日，
又一次为环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吹来
“新” 风。 今天， 2017中国新能源汽车
拉力锦标赛环洞庭湖站在岳阳圆满闭
幕， 副省长向力力出席闭幕式， 并为获
得定速拉力赛总冠军的选手颁奖。

2017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设京津冀和环洞庭湖两站， 京津冀站9
月17日至18日率先进行。 环洞庭湖站
10月11日从长沙出发， 先后经过益阳、
常德、 南县， 15日到达岳阳， 总里程
500公里， 来自国内外的102名车手参
与竞逐。

经过5天的比拼， 56号车的黄宁吉、
施泽森问鼎加速赛桂冠， 6号车的孙玉
卿、 邢昊拿到障碍赛第一名， 分量最重

的定速拉力赛总冠军被驾驶57号车的郝
根、 叶帅获得。 郝根接受记者采访表
示： “新能源汽车拉力赛非常有意义，
我为能成为宣传绿色出行理念的一分子
而自豪。 这次来到湖南参加环洞庭湖站
比赛， 走过了5个美丽的赛段， 环洞庭
湖的优质生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此外， 岳阳市和南县获得最美赛段
奖， 常德市和益阳市获得最具人气赛段
奖， 最佳外国车手为英格·布克和贝蒂
娜·布克。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2016
年举办首届， 将连续在环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举办5年。 赛事致力于宣传新能源
汽车， 推广绿色出行理念， 同时助推环
洞庭湖区域的体育、 旅游、 文化以及生
态的全面发展。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左丹）
10月14日，为期4天的《我的菜园———谭
冬生画展》在湖南省画院美术馆开幕。老
同志文选德参观了画展。

谭冬生是我省著名画家，曾在一家国
有文化企业管理岗位工作多年，三年前退
居二线后，迁居望城，偏安一隅，专心作
画。 此次展出的48幅画作，除了十来幅荷

花是在一次去岳阳采风活动中而作，其他
画作的题材和灵感，都直接来源于他的菜
园子。 这些画作有夕阳余晖下倒在地里的
玉米秆、打架斗殴的鸡公、凋谢的残荷等。
著名画家杨福音评价，谭冬生此次展出的
画作，在造型上、在用线上均有新的突破，
使画面显得更大气、更厚重，而又不显山
露水，一切都隐入艺术的含蓄之中。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记者 陈薇）
今天，“万新厚写意画鱼新作展” 在湖南
国画馆举行。 老同志唐之享、蔡力峰、郑
茂清，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谭谈出席。

万新厚， 湖南新化人， 号万鱼堂。
中国作家书画院湖南分院副院长， 省美
协会员， 省花鸟画家协会理事。 擅长国
画写意花鸟， 尤喜画鱼， 其笔下的鱼千
姿百态， 风格独特。 有专家评价称， 观
其所画之游鱼， 很有韵致， 浮沉之态，
曲尽其性。 或嬉戏之状， 悠然自得； 或
鱼翔浅底， 锦鳞耀金； 或陷卧沉水， 若
智人藏辉， 却有远航大海宏志。 其意境

在画外， 有文人雅士之情怀， 有一种传
统的脉络。

此次展览共展出其写意新作60余
幅，在造型、构图、意境等诸多方面均有
新的探索和突破， 一些作品表现的是激
烈运动之中的鱼群， 观之令人感到湖海
之壮阔汹涌，鱼龙潜跃，一派生机，还有
不少作品吸取了许多民间元素， 具有象
征性、寓意性的表现。这些妙趣横生的作
品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欣赏，有人直呼，
画中的这些鱼画活了。

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10月19日
结束，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 � � �湖南日报10月15日讯 （记者 毛敏
轩 姚学文 通讯员 苏继纯 ）10月13日
下午，记者从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 ，11月 18日至 24日，
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将在长沙
开幕。届时，农博会国际馆将迎来五大洲
26个国家、近400家企业参展。

省农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宗林介绍，
中国中部农博会已经成功举办十八届，
展会规模、档次、人气、成效实现了“量”
“质”双提升———累计展出农产品18万余
种，成交额逾2300亿元，观展人数2100
万人次， 带动了数千个农字产品走向国

内，走出国门。
据悉，本届农博会以“绿色与品牌、交

流与合作”为主题，旨在对接“一带一路”
倡议， 全力构建智慧型农博生态系统，打
造政策解读、信息传递、产销助推等6大平
台，拓展产业范围，提升品牌层次。

“在去年4个展馆的基础上，本届农
博会8个展馆总面积达11万平方米，扩展
了智慧农业与农业机械、 畜牧等招商范
围，全面延伸农业产业链。 ”农博会组委
会负责人介绍道， 本届农博会首度设立
“袁隆平农业博览奖”， 推动农产品向着
现代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通讯员 屈晓军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在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巷，有位81岁的中
共预备党员，她就是长沙师范学院退休女教师
李先质。

“入党不分先后，我还健康地活着，我还来
得及，党员是不退休的。 ”这是李先质在思想汇
报《八十岁申请入党》中的文字。 2016年5月16
日，李先质向所在的长沙师范学院党组织提交
了入党申请。 今年“七一”前夕，李先质的入党
申请获支部大会批准同意，成为一名中共预备
党员。

年满80岁的李先质为何要入党？ 10月14
日，记者专程来到李先质家，走近这位81岁的
新党员。

老家是“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李先质出生于1936年，虽年过八旬，依旧

精神矍铄。 她告诉记者，正忙着整理一些书籍
以及自己保存的一些图片、字画资料，准备捐
给老家的“詹园书屋”。

“詹园书屋”， 是李先质小时候成长的地
方， 位于长沙市望城区丁字镇大屋湾村，2016
年被望城区授予“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从这个“詹园书屋”走出了两名党的优秀
儿女。 一个是李先质的伯父李楚藩。 李楚藩毕
业于北京朝阳大学，1924年跟随李大钊走上革
命道路，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
年被党组织派回家乡湖南，潜入国民党省党部
做地下工作。 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1928年8

月被国民党枪杀于长沙小吴门。 另一个是李先
质的父亲李楚英。 李楚英毕业于长沙县立师范
（今长沙师范学院前身），与许光达、廖沫沙是
同班同学。 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
当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走访老党
员和进步人士，组织农协会，为迎接解放作宣
传。

李先质清楚地记得1950年当地政府敲锣
打鼓送来伯父的烈士光荣匾的情形。 当时，父
亲李楚英把匾挂在堂屋正面墙上，热泪盈眶地
告诉大家，是无数像伯父这样的烈士，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了今天的翻身和解放，要求全家人
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父亲这句刻骨
铭心的话，从此牢牢印在了李先质的心里。

曾3次递交过入党申请书
去年这一次， 是李先质第4次向党组织递

交入党申请书。 此前，她写过3次，都被驳回了，
原因是父亲李楚英的历史遗留问题交代不清。

她第一次递交入党申请是1960年。 1959年
的9月，年仅23岁的她在桥驿农业中学任教，由
于教学效果好， 被评为长沙县的优秀教师，并
出席了县里的表彰大会。 第二年，她又代表学
校出席了长沙市的先进代表大会。 接踵而来的
荣誉，给了她信心和动力，她鼓起勇气，第一次
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学校以她父亲的历史
遗留问题交代不够清楚为由，拒绝了她的入党
请求。

1964年8月，她调到了望城坡小学任教，在

新的工作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并第二次向
党组织递交了申请， 支部书记找她谈了话，肯
定了她个人的工作能力和成绩，但还是以她父
亲的原因婉拒了她。 第三次递交申请则是10年
之后的1974年， 这一次干脆没有人找她谈话
了。

1985年， 李先质调入长沙师范学校工作。
同年， 长沙市委组织部为李先质父亲平了反。
1992年，李先质退休。

81岁实现入党夙愿
虽已退休，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李先质的夙

愿。 尤其是近5年来，国家越来越富强，人民越来
越幸福，李先质想入党的心愿也越来越强烈。

老伴李启瑞，是一名党龄超过60年的老党
员。 2016年，李启瑞知道她还想入党的心愿，鼓
励她再写一份入党申请书，并愿意做她的入党
介绍人。

2016年5月16日， 李先质再次向党组织提
交了入党申请书，还附上了老伴李启瑞的推荐
信。 学校经过认真研究，同意了她的申请，组织
部的同志上门送书，让她以自学的形式参加入
党积极分子培训， 期间她写了心得体会10篇。
今年6月，她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在得知自己光荣入党的一刻，李先质老人眼角
湿润了。

今年7月，她向党组织上交了1万元特殊党
费， 并表示今后每年都要交1000元特殊党费。
她说：“我80岁才入党，对党的贡献可能不会太
多了，就用交特殊党费的形式来弥补一下吧。 ”

长沙师范学院退休女教师李先质80岁第4次申请入党，入党后交1万元特殊党费

“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

三湘时评

伟大的事业
需要党保持超强创造力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环洞庭湖站闭幕
向力力为总冠军颁奖

谭冬生画展在长开幕

“万新厚写意画鱼新作展”在长举行

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
11月18日开幕
五大洲特产等你来淘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擂响全面深化改革
的战鼓。 4年多来，湖南紧跟中央部署，紧抓改
革落实，三湘大地改革风起云涌，啃下一个又
一个“硬骨头”，打下一场又一场攻坚战，形成
了若干在全国改在先、成效好、叫得响的改革
品牌。

全面完成540项改革任务
4年多来，省委深改组先后召开28次会议，

审议125个改革事项。 各领域标志性、引领性、
支柱性改革任务大部分推出，改革整体符合规
划进度。

2014至2016年，全省明确571项改革任务，
已全面完成540项。 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在我
省部署的改革试点任务160项，已完成35项。 省
直有关部门自主开展试点任务120项， 已完成
55项。

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公安“三级一体”警务机制改革、推广PPP

模式、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四跟四走”产业扶
贫模式、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
国有林场改革、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
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受到中央及相关部
委肯定。

30余项改革形成湖南特色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

改革、国家级新区建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乡
镇区划调整、试行“三位一体”的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整治“雁过拔毛”式腐败
等30余项改革形成湖南特色，受到中央主流媒
体推介。

政协“云平台”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管理体
制改革、绿色GDP评价试点、城市公立医院综
合改革试点、农民“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等改革
实现创新突破。

改革增添经济发展新动力
改革“总引擎”，点燃了湖南发展新动力，

推动湖南经济稳步前行。

下好改革先手棋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 保留省级行政权力

3722项。各市州本级行政权力保留在3000项左
右，平均精简32%。 财政专项资金从1000多项
整合至78项。

14个市州和122个县级政府全部公布权力
清单、责任清单，比中央规定的完成时间提前1
年多。

实施新一轮并乡合村改革， 减少乡镇524
个，减少建制村17442个，建制村数量从全国第
4位降至第9位。

打好“三去”攻坚战
去产能，2016年完成清退钢铁产能和煤炭

产能阶段性任务。 去库存，至今年5月末，全省
商品房待售面积连续15个月降低，同比累计减
少892.8万平方米。 去杠杆，2016年末全省银行
业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34个百分点， 低于
全国平均水平。

经济迈上新台阶
2013至2016年，湖南GDP总量从24501亿

元一路攀升到31244亿元，突破3万亿元大关。

市场迸发新活力
全面实施“五证合一、一照一码”登记制度

改革，企业登记时长普遍缩短到5个工作日内。
2016年，取消、放开和降低涉企收费88项，为企
业年减负约28亿元。 从2013年到2016年，全
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从 222.61万户增长到
290.89万户，增长30%。

科技绽放新精彩
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全省创新综合实

力由2012年的全国第15位上升到第11位，科技
进步贡献率由52.3%提高到55%，专利综合实力
升至全国第7位。 在国家科技奖励的榜单上，
2013至2016年湖南共获得77项，连续保持全国
前7位。

农村焕发新面貌
4年共实施69项农村改革任务， 开展23项

改革试点。 整省推进农村承包地确权登记颁
证，全面完成国有林场改革，全面推进供销合
作社综合改革， 全面实施农业“三项补贴”改
革。

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体制机制基本搭建，
“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模式在全国推广。 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实现省域全覆盖。 取消农业户口与
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 村级集体经济加快发
展，全省有经营收入的行政村达58%。

改革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医疗、教育、文化、扶贫……一批与群众密切

相关的改革落地有声，让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

居民腰包更鼓
全省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4年

的17622元增长到2016年的21115元，居民收入
增速持续跑赢GDP。

贫困人口更少
从2012年至2016年， 全省贫困人口减少

411万人。2016年，全省2个贫困县摘帽，1053个
贫困村脱贫出列，1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
贫。 贫困发生率从13.43%下降到6.36%。

百姓看病更易
城市居民15分钟，农村居民30分钟可到达

的就医圈基本形成。 建立各种形式的医联体
194个，覆盖1000多家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推行
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247家县级公立医院
全部取消药品加成。

民生保障更牢
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近5年来累

计发放社会救助资金567.1亿多元。城乡低保标
准分别提高到440元/月、285元/月， 相比2013
年分别增长27.5%、65.7%。

教育普及更广
教育总规模位居全国第7位。 2016年，全省

教育经费总投入达到1378.19亿元， 相比2012
年增长35.9%。 全省学前教育三年毛入学率为
77.98%，义务教育年均巩固率为99.95%，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为90.6%，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43%，均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文化惠民更多
两年建成贫困地区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1679个。 采取政府买单形式，每年为农村送电
影52万场，送戏下乡万余场。 全省公共图书馆、
文化馆（站）、博物馆全部免费开放。

环境质量更优
全力推进湘江保护治理“一号工程”，湘江

流域水质总体由良转优。 湘江干流18个断面均
达到或优于三类水质。

全省PM2.5的浓度同比下降9.4%， 森林覆
盖率由57.34%提高到59.64%。

2016年，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平均
优良天数为293天，同比上升3.3%。

党风政风更清
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先后立案审查厅级干

部219人，处级干部2429人，移送司法机关2608
人。 大力整治“雁过拔毛”式腐败，2016年以来处
理了7397人，退还群众资金9331.53万元。

分15轮对335个地区、 单位党组织开展了
巡视，实现全覆盖。 2016年，通过巡察查处问题
2957起，对525名领导干部进行纪律审查。 全面
从严治党令党风政风悄然变化，焕然一新。

20多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
———“数”说湖南深改成绩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