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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朱永华
“不要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

乾坤 。” 10月25日 ， 面对中外媒体 ，
习近平同志代表新一届中央政治局
常委表达了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未来
的决心。

这是在不进则退、 发展为王的世
界格局中表现出的一个执政党的沉
稳自信， 这是在话语争锋、 群雄逐鹿
的国际舞台上中国共产党展示的独
特气质———做好自己， 埋头实干。

这份气质来自于中国共产党一直
坚守的重视实践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
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在革命战争
年代， 中国共产党没有迷信教条， 不
怕被扣上 “离经叛道” 的大帽子， 走
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
权的道路 ， 最终让中国革命走向胜
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承受了挫
折与失败， 中国共产党终于看清了实
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进入改革
开放时期， 在摸着石头过河之后， 中
国共产党认定： 发展才是硬道理； 深
化改革的阶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告诫全党： 空谈误国， 实干
兴邦。

这份自信来自于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取得的骄人成绩。 在一穷二白的底
子上 ， 我们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
系， 解决了10多亿人口的温饱问题，
通过30多年的实干， 我国经济总量跃
居全球第二， 取得了一批领先世界的
科技成果， 产业成就。 与此同时， 社

会治理 、 民主法治大踏步前进 。 而
今， 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 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这些辉煌
成果无一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
民咬住牙关、 埋头苦干， 历经披荆斩
棘、 爬坡过坎所取得的。

颇有意味的是， 中国共产党的日
益强大与中国改革建设不断成功的过
程总是伴随一道独特的 “风景”： 那
就是敌对势力的冷嘲热讽和诋毁攻
击。 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
春。 就是在某些西方人不断发出中国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 的鼓噪中， 中
国人民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 “通过不
屈不挠的努力， 稳步地达到了自己的
目的”。 并且实现了一个又一个超越！

展望前程， 我们有了新时代的新
目标和新任务。 实现全面小康、 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任务光荣而又
艰巨。 只有脚踏实地、 求真务实、 接
力发展、 久久为功， 才可能到达理想
的彼岸。 习总书记的话语既是代表中
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誓言， 也是对全
体党员干部的鞭策和警醒！

大会之后， 一波改革发展的大潮
就在眼前。 中华民族奋进的伟大征程
中从来不缺少湖南人的身影， 实干兴
邦的基调与经世致用的湖南精神同气
连枝。 我们每一个党员干部要按照党
中央的部署， 坚定步伐， 朝着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目标， 解决好一个一
个问题， 落实一项一项工作， 以出色
的实绩回报这个伟大的时代。

埋头实干 无愧时代

� � � � 10月25日，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 由中国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五模块
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正式亮相。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金慧
罗雅琴） 今天上午， 为期3天的
2017中国 (湖南 )国际轨道交通
产业博览会 （简称“博览会”）
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馆
仪式， 副省长张剑飞宣布开馆。

本届博览会秉承“面向世
界， 合作与共识、 共享、 共赢”

的宗旨，以“轨道交通，改变世
界”为主题，规划展览面积近5万
平方米，展出范围涵盖轨道交通
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
工艺等全产业链内容，吸引了中
国中车、中车时代、中国中铁、中
国铁建、中国通号等200余家国
内一线龙头企业参加， 全球30

多个国家官员和客商赴会。
目前，全省轨道交通产业预

计将很快形成2000亿元的产值
规模， 长株潭产业集聚区在产、
学、研方面已成为全国行业领头
羊。

开馆仪式上，中国通信信号
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尹刚发布了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五模
块100%低地板现代有轨电车。
据悉，中国通号斥资50亿元正打
造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建成后
将成为我国一流的有轨电车高
端装备研发、制造、试验基地。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陈
淦璋） 今天下午， 副省长张剑飞率省
直部门前往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以
西段 （及西延线） 调研， 并在长沙主
持召开项目建设和运营工作座谈会。

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以南段已
于去年底建成通车， 目前客流来势
较好、 稳中有升。 据了解， 长株潭城
际铁路长沙以西段 （长沙至谷山） 开
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210.5亿元， 占
总投资的93%； 西延线 （谷山至湘江
西） 开工以来累计完成投资18.2亿
元， 占总投资的68%。 全线路基、 桥
梁、 隧道、 轨道等施工已全部完成，
当前正按照今年底开通运营的目标

全力冲刺。 张剑飞还听取了长株潭城
际铁路与石长铁路联络线的新建项
目前期工作情况。

张剑飞指出， 当前要全力以赴推
进长株潭城际铁路长沙以西段 （及西
延线） 的剩余工程施工和开通运营准
备， 并加快长株潭城际铁路与石长铁
路联络线前期工作， 更好地实现成线
联网， 为客流量提升打下基础。 各级
各有关方面要紧紧围绕“方便市民出
行、 吸引更多客流、 提高运营效益”
目标， 推进市政配套， 积极降本增
效， 加强车站综合运营开发， 让长株
潭城际铁路这项民生工程、 发展工程
更好地发挥作用。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余蓉）
今天下午，副省长向力力走访调研了
长沙医疗纠纷调解指导中心、长沙市
血液中心、长沙市120急救中心等3个
中心。 他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创新理念，推进省市共
建全国一流的“三个中心”，为人民健
康保驾护航。

在长沙医疗纠纷调解指导中心，
向力力详细了解该中心的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 工作流程等。 向力力说，
随着人民群众对医疗水平提出更高
的要求， 医患纠纷易发多发， 调解
中心要充分发挥作用， 专业公正地
提供服务， 促进医患纠纷圆满调解。

要积极探索总结经验， 并向全省推
广， 发挥指导作用。

在长沙市血液中心和长沙市120
急救中心， 向力力走访了解两个中心
运转情况， 并对前来献血的热心市民
表示了慰问和感谢。 在随后举行的座
谈会上， 向力力听取各部门的汇报，
并肯定所取得的成绩。 向力力强调，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 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务。 大家要认真学习， 落实
到具体行动上， 勇于创新理念， 把
“三个中心” 建成国内一流水平的中
心， 让人民群众享受优质的医疗服
务。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10月23日至24日， 国
家安监总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
师王浩水率队来湘进行烟花爆
竹旺季安全生产调研督导， 并
召开湘赣烟花爆竹重点地区旺
季安全监管座谈会。 副省长杨
光荣会见王浩水一行， 并就抓
好湖南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深

入交流。
国家安监总局督导队奔赴

浏阳市、 醴陵市多家烟花爆竹
企业， 现场查看了生产自动化
示范线建设、企业安全监管信息
化建设等情况。 在座谈会上，研
讨了加强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监
管、防范遏制事故发生的有效措
施， 要求严格把关复产和验收，

强化日常监管，严格执法，并建
议重点产区研究烟花爆竹发展
规划，加快转型升级，积极开展
自动化、信息化建设。

杨光荣表示， 省委、 省政
府历来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 始终将其列为全省安全
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 目前，
我省烟花爆竹行业在“自动化
减人、 机械化换人” 工作中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下一步将继
续坚决淘汰不安全落后产能，
全面强化监管执法， 持续深化
专项整治， 大力推进机械化、
智能化、 信息化， 建立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

第15届中国国际粮油展
将在长举行

我省182家企业亮相，
展示湖南“好粮油”形象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陶芳芳 罗粲然）
第15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
交易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长沙举行。据悉，本
届粮油展将于10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国际
会展中心举行。届时，中粮集团、中储粮公司、
瑞士布勒、 日本佐竹等659家全球知名大型
粮油骨干企业集团和粮油机械制造企业将参
展。其中，我省182家粮油加工龙头企业将集
中亮相湖南馆，展示湖南“好粮油”形象。

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交易
会创办于上世纪末， 是目前国内粮食行业水
平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展会展
出面积达41000平方米，标准展位1611个，展
位数创历届新高。设有各省展区、粮机设备展
区、特邀企业展区、国际展区等8个展区，参
展产品达3000余种，以米、面、油、杂粮等粮
油加工产品和粮机设备产品为主。

本届粮油展将专设扶贫展区， 免费为国
家粮食局、 中粮集团等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业
集团的对口扶贫地区提供产品展区。其中，湘
西十八洞村的特色产品也将在展会上亮相。
展会期间， 还将举办全国优势产业市县授牌
发布会、粮油品牌化讲座、产品推介等系列活
动。

本届粮油展由中国粮食行业协会主办，
湖南省粮食行业协会承办。

� � � �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长株潭地区已进入大气污染
防治特护期 （每年10月至次年2
月）。 今天上午， 省环保厅召集长
株潭三市环保部门， 对 《长株潭区
域特护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实施方
案》 进行讨论， 该方案将于近期出
台。

记者从讨论稿了解到， 特护期
内， 长株潭三市的PM2.5平均浓
度、 中度及以上污染天数都有具体
下降目标， 对工业源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以及工业企业错峰生产、 限产
措施等都有定量指标； 对工业企业

无组织排放治理改造、 “散乱污”
涉气企业整治、 燃煤锅炉治理、 移
动源污染防治以及扬尘、 油烟、 秸
秆焚烧、 烟花爆竹燃放等面源污染
管理等， 都作出了比较细化的要
求。 同时， 对重污染天气的预报、
预警、 应急处理， 也做了进一步规
定。

这段时间， 省会长沙天气不
错， 但污染已经“潜伏四周”。 10
月23日至24日， 长株潭地区夜间
出现重度污染天气。 特别是长沙市
从23日23时至24日6时， 持续8小
时重度污染， 空气质量在全国地市

排名倒数第一。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相关负责人

介绍， 这一轮重污染天气发生时，
基本没有外来传输污染， 大气污染
物主要由本地产生。 根据气象预
报， 近期全省及长株潭地区仍将处
于无风无雨状态， 污染物扩散条件
较差， 受污染物排放持续累积影
响， 在夜间及上午容易出现重污染
天气。

24日， 省环保厅已向长沙、 株
洲、 湘潭三市政府发函， 要求采取
紧急措施有效应对大气污染， 并提
出4条建议。 减少工业企业大气污

染物的排放， 加强对工业企业的执
法检查， 对钢铁、 水泥、 有色、 化
工、 平板玻璃等大气污染物排放大
户采取停产、 限产、 错峰生产等措
施， 减少污染物排放30%以上， 露
天涂装工序停产。 加强扬尘控制，
在城市建成区和城乡接合部所有土
石方开挖、 运输作业暂停夜间施
工； 加强城市道路机械清扫、 洒水
频次。 加强机动车污染控制， 对冒
黑烟等高排放车辆禁止进入城区道
路行驶。 禁止秸秆、 垃圾露天焚烧
和露天烧烤。 待城市空气质量达到
优良后再取消应对措施。

长株潭进入大气污染防治特护期
三市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将出重拳

轨道加速度 全球看湖南
2017中国(湖南)国际轨道交通产业博览

会长沙开馆，张剑飞宣布开馆

石长铁路动车组
广受欢迎

10 月 日 均 客 流 突 破
1 .2万人次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记者今天从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获悉， 石
长铁路动车组自今年9月21日开行以来广受
欢迎， 至10月22日共发送旅客35.47万人次，
实现票务收入1590万元。

湖南城际铁路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石
长铁路动车组节假日的客流需求相对旺盛，
国庆黄金周的客流尤其充足， 其他一般时段
客流比较平稳。 其中， 9月份日均客流8459
人次， 10月份日均客流12280人次， 环比增
长明显。

石长铁路位于我省西北部， 西起焦柳线
石门县北站， 东接京广线捞刀河站， 途经常
德、 益阳、 长沙3市14县 （区）， 全长265公
里。 石长铁路迈入“动车时代” 后， 每天有
8对动车组列车开行， 常德到长沙、 益阳到
长沙的列车运行时间分别压缩至2小时、 1小
时以内， 大大减少了旅客出行时间。

长株潭城铁长沙以西段
年底开通
张剑飞要求加快建设扫尾、提高运营效益

向力力调研时要求

省市共建全国一流的“三个中心”
国家安监总局来湘调研督导
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

杨光荣出席调研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