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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田育才

11月7日，秋阳灿烂。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
合乡抗金岩村，一幢幢客栈色彩斑斓，疏朗有
致，隐匿于秀美的山水之中。 在水木潇湘客栈
里，数位客栈负责人热烈讨论着。 张家界旅游
客栈分会秘书长熊隆初介绍，自党的十九大代
表、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在旅游系统宣讲十
九大精神后，大家吃了“定心丸”，个个干劲十
足。 他们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在乡村也可以
创造美好生活。

连日来，虢正贵带头进农村，入高校……
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广泛宣讲，把党的十九大
精神传入千家万户。

10月31日上午，在桑植县澧源镇西界村村
部里， 虢正贵与当地100多名干群围坐一起，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该村是虢正贵的扶贫联
系点。 虢正贵一走进村部，便与村民亲切聊开
来：“大家有没有收看十九大开幕会？对十九大
感受最深刻的是什么？ ”

大伙异口同声说收看了。60岁的老党员朱
春旺大声说：“最深刻的是， 习近平总书记讲

了，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老百姓的生活过
得更好。 ”

欢声笑语中，让人深深感受到老百姓的朴
实、真挚和期盼。

接下来的3个多小时， 虢正贵介绍大会盛
况，分享参会感受，传达会议精神。大伙仔细聆
听，有些还认真记笔记。

虢正贵告诉大家，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确定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
久不变，“大家尽可放心大胆地流转土地，发展
农业生态产业。 ”蔬菜种植大户陈旭峰听了后，
表态要大干一场了。

11月1日上午， 在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学
术报告厅里， 前来听宣讲的学生围得水泄不
通，不少同学没有“抢”到座位，只好坐在走廊
地板上。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虢正贵说，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寄予厚望，报告
中寄语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勇做时代的弄潮儿。

“党的十九大报告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坚定
的信心和美好的期待。”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软
件学院学生冷梓华表示，作为新时代大学生，将

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服务脱贫攻坚大局，服务
乡村振兴战略，服务张家界旅游发展，用热血、
情怀和担当书写无悔的青春。

11月2日， 虢正贵与旅游从业人员齐聚一
堂， 面对面宣讲。“绿色是张家界最鲜明的底
色，生态是张家界最宝贵的财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虢正贵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生态文明建设、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中国，
这些都是我们旅游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让十
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把十九大精神与‘对标提质、旅游强市’
战略结合起来， 进一步在旅游基层设施完善、
旅游产品供给等方面持续发力，合理开发旅游
资源，让更多人走进老道湾，享受好风景！ ”听
完宣讲，张家界老道湾旅游休闲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人温作钱信心满满。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11月8日上午， 工业战线十九大代
表，中联重科党委书记、董事长詹纯新来
到省经信委宣讲党的十九大精神。

“身处现场，从3万多字的大会报告、
70多次热烈的掌声中， 感受到的是强大
的真理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实践的力量、
人格的力量。 ”詹纯新向大家描述了十九
大开幕盛况。

詹纯新说，作为企业代表，尤其关注
报告第五部分提到的贯彻新发展理念，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
势。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习近平总书
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成
功实践。”詹纯新说，前几年实体经济出现
的产能过剩、库存高企、杠杆加大等问题，
中联重科有着深刻体会。总书记对新常态
下中国经济作出了一针见血的判断，指出
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
给侧。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党中
央经过深思熟虑并尊重客观规律开出的
标本兼治的良方。

“这两年来，‘三去一降一补’已取得

明显成效。 ”詹纯新以中联重科的发展为
例，讲述实体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参与者，更是最大受益者。 2013年以来工
程机械行业跌入谷底， 很多企业都倒下
了，中联重科也“被打到了地板上”。 党中
央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企业
“怎么干”指明了方向。 中联重科紧跟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步伐，苦练内功，咬紧牙
关做技术创新，研发智能化新产品，紧贴
市场进行管理变革，战略上更聚集，结构
上更优化。 经过调整与恢复，中联重科“现
在已经站起来了”。

“报告提出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从原来的‘着力加强’到现在的‘深
化’， 仅从表述的变化上就可以感受到党
中央改革的决心和力度。 ”詹纯新说，工程
机械行业还将进行深度调整，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还远未结束， 因此从长远来看，必
须扎实落实党中央的部署，沿着这条改革
主线务实笃行，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宣讲结束， 省经信委11楼大会议室
响起热烈掌声，桌上摊开的笔记本上都是
满满的记录。 在场的干部职工表示，作为
全省工业和信息化以及国防科技工业综
合职能部门，近距离听十九大代表宣讲十
九大精神，让他们感受到，今后的工作重
点将更加明确，工作举措更加有力。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席灵芝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支持民营企业发
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给广大民营企业
家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步入新时代，民营企业
将如何抓住历史机遇，踏上新征程，迎来新发
展？

11月6日下午， 在省工商联召开的学习
十九大精神、促进“两个健康”座谈会上，10位
不同行业的湖南知名民营企业家畅谈如何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脚踏实地做好企业，不负
美好新时代。

“做好企业，多交税，多解决就
业难题”

作为民营企业家，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 让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的最好方式是什
么？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

子龙给出了他的答案： 脚踏实地做好企业，用
优秀业绩回报社会。作为全国药品零售行业的
领军企业，老百姓大药房已制定十年高速发展
目标：实现双30%（销售、利润）和两个千亿目
标（销售、市值）。

谢子龙表示，要坚定不移地在党的方针路
线指引下，弘扬企业家精神，专心专注、一心一
意做好企业，多交税，多解决就业难题，多为社
会创造财富。

“走出去，做‘一带一路’上的
民企先锋”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发展经济的着力
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党委书记张勇兴奋地说，这意味着泰富
重装集团发展的美好春天即将到来。

未来，泰富重装将继续在技术创新、经营
模式创新、制造服务创新和“一带一路”沿线的
业务发展上不断创新， 力争成为全球在港口、

电力、冶金建设方面的主力军，真正成为全球
工程服务引领者。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隧道智能装备研发、生
产的高科技民营企业，产品已经出现在巴基斯
坦、越南、老挝、黑山、马其顿等“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项目施工现场。湖南中铁五新钢模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王祥军表示，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要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
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未来
要继续走出去，做“一带一路”上的民企先锋，
在服务国家大局中作出更大贡献。

“将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
紧密相连”

“我们责无旁贷，要发挥新时代的企业家
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将企业的命运与国
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努力。”步步高集团党委书记、总
裁陈志强的话， 说出了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心
声。

座谈会上， 企业家们的发言中洋溢着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大家认为，要致富思源、富而思
进，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多做慈善公益，积极投
身脱贫攻坚战，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马永忠）连日来，党的十九大代表、邵
阳市委书记龚文密马不停蹄地深入基层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

11月1日， 龚文密来到邵东县湘商产业园
和九龙岭镇、 杨桥镇和水东江镇调研和宣讲。
在农村宣讲十九大精神时，龚文密突出宣讲了
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他说，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
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

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村现代化。
11月2日， 龚文密又深入隆回县部分偏远

乡镇， 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宣讲党的十九大
精神。 当天， 龚文密先后来到山界回族乡架
枧村、 岩口镇向家村、 荷香桥镇九牛坳村、
六都寨镇朝阳新村和司门前镇湴塘村， 结合
隆回县脱贫攻坚实际做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
他说， 要准确把握党的十九大关于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要求， 进一步转变观念、 调整思路、
优化方案， 在精准上下功夫， 确保脱贫攻坚
稳扎稳打、 步步为营。 要结合脱贫攻坚， 深

入思考、 认真研究“乡村振兴战略” 在隆回
的落地生根。 要大力宣传产业兴旺、 生态宜
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二十
字方针”， 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宣讲中， 龚文密指出， 要全面准确理解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 新思想、
新方略、 新部署等精神内涵。 要切实把政策
研究透， 把底子摸清楚， 动员一切力量， 用
好一切资源， 抓住群众最关心的事情， 下定
决心，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
一年干。

动员一切力量，办好群众最关心的事
十九大代表龚文密马不停蹄宣讲十九大精神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通讯员 袁送荣
记者 张福芳）“我们来到这里参观学习就
是要弘扬蔡和森同志理想坚定的高尚品
质，弘扬和宣传他一心为民、一心为国的
高尚情怀……”11月3日下午， 在双峰县
蔡和森纪念馆雕像前，娄底市党代表培训
班学员曹红庄严承诺，“要争当理想坚定
的好干部、好领导、好党员、好代表”。

据了解，此次党代表瞻仰蔡和森纪念馆，
是娄底市委组织部举办的省市新任党代表
中生产和工作第一线党员代表示范培训班
创新形式的一个有效尝试。 为更好地学习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该培训班还采用“代表

教代表”的方式，邀请党的十九大代表李贝
紧扣“新时代”“新使命”“新思想”等关键词，
从大会的重要意义、报告的主要精神以及党
章的修改情况等方面，对党的十九大精神进
行了解读， 畅谈党的十九大盛况和参会感
受。 同时，针对当前“党代表代表意识淡化”
“党代表不知怎么发挥作用”等问题，培训班
以“代表学代表”的方式，首次采用“交流推
介”，每组推选优秀党代表、“明星学员”，在交
流讨论上围绕“代表履职”讲做法、谈经验、摆
问题、找对策。新颖的形式改变以往“漫灌式”
“填鸭式”的做法，增强了培训的生动性和吸
引力，受到学员们的一致好评。

娄底党代表培训班创新形式重实效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王鸿 辛怡林

11月7日立冬。 这天， 在临澧县烽
火乡哗溪桥村村民刘宗其刚落成的新宅
里， 10多个村民围坐一起， 聆听县移民
局副局长李济云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

村民中，有7人是贫困户。 十九大召
开期间，正是他们告别危房、搬进新居的
喜庆日子。这次李济云进村，就是应村民
邀请，专程来解读十九大报告的。李济云
说：“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让贫困群
众早日过上好日子， 这是我们党员干部
的共同责任， 更是党的十九大赋予我们
的新使命。 ”听到这里，在场村民热烈鼓
掌。

座谈时， 村民们畅所欲言， 场面热
烈。 刘宗其是易地搬迁贫困户， 他激动
地说：“习总书记讲的每一句话， 都贴心
巴肉， 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 前天我在
集市上买了20头猪仔， 打算建个养猪
场， 早点摘掉穷帽子。”

哗溪桥村是李济云的联系点。 他介
绍， 刘宗其一家3口， 妻子李福英患类
风湿性脊椎炎， 不能干重活， 女儿刘霞
又有心脏病， 全家靠刘宗其一人支撑，
日子过得很艰难。 他家多年居住的砖木
平房破旧不堪， 但家境贫困无力改造。
乡政府根据他家实际情况， 决定将刘宗
其等7户贫困户搬迁至哗溪桥村易地扶
贫安置点。 县、 乡政府还积极创造条

件， 想方设法让7户贫困户的劳动力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

44岁的贫困户杨家东因患肝硬化腹
水， 妻子20年前另嫁他人。 他感慨万千
地说： “政府安排我儿子在乡办企业打
工， 还为我办理大病救助医疗， 现在又
易地搬迁住上新房。 若不是党的好政策，
我这副骨头只怕都敲得鼓响了。”

“你们让我也说几句。” 要求发言的
是一位老人， 名叫刘东轩， 今年83岁。
他抢着说：“我家的情况大伙都知道，我年
纪大又多病， 儿子遭遇车祸， 双腿成了
残疾。 若不是政府给我困难补贴， 村里
又帮我家建了养鸡场， 我哪有今天的幸
福生活呀！”

话越说越多，心越来越暖。 村党支部
书记杨家平兴奋地告诉记者：“十九大开
幕那天，村里几乎所有人自发聚集在村部
收看直播实况。 尤其是这7个贫困户，听了
脱贫攻坚的内容后，他们站到前排，对着
电视大屏里的习近平总书记， 恭敬地鞠
躬。 看了这个场景，我既感动,又感到责任
重大。 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我一定要以
十九大精神为动力，带领乡亲们尽快把哗
溪桥村建成富裕的秀美山村。 ”

如沐春风品甘露

“让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
十九大代表詹纯新在省经信委宣讲十九大精神———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标本兼治的良方

湖南民营企业家畅谈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最好的方式是脚踏实地做好企业

十九大代表在基层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作为特战旅的一员，我的初心就是练好
打仗本领，时刻准备上战场。 ”11月7日，陆军第
75集团军某特战旅指挥通信连的班长邓慕蓉，
趁回湘休假的间隙，来到衡南县第九中学宣讲
党的十九大精神。

当天， 面对衡南县第九中学的高三学生，
她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结合连队的训
练、生活经历，和学生们展开交流。

“我们连队的女兵，有人过障碍时摔下来，
韧带撕裂，胫骨骨折；有人穿越火障时，由于地
面泥泞不慎滑倒，撞到火障上面，下巴缝了17
针，脸部被烧伤；有人阑尾发炎，还忍痛跑完5
公里……”邓慕蓉说，有时候，会觉得很苦很
累，但再苦再累也不要放弃，不要抱怨，静下来
想想自己为什么而出发？

邓慕蓉说到她的战友吴昌洁，曾作为中国陆
军代表队的一员， 赴澳大利亚参加“科瓦里—
2017”中澳美三军联合训练。 开训第一天，进行

10米高峡谷跳水时，吴昌洁第一个站出来，纵身
跳入激流。“你们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

“因为她还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
军的形象。 ”一位男同学站起来回答。

宣讲结束后， 很多同学都说， 邓慕蓉姐姐让
他们又想起了自己最初的梦想， 高三再苦， 为了
自己的梦想， 不能忘记学习的初心。 “接地气，
很生动， 感谢你精彩的一课。” 学校老师握着邓慕
蓉的手说。

在连队，邓慕蓉就是“文能上台讲理论、武
可上阵杀敌狼”的强军标兵。 她所在的连队前
不久被确定为“倾心学习践行传播党的创新理
论青年团队”，列入全军重大典型。

作为理论学习“小能手”，邓慕蓉经常被邀
请去宣讲。 仅2017年，就宣讲了10次。

特战女兵进校园宣讲十九大精神———

“感谢你精彩的一课”

�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11月8日，是中国第十八个记者节。
如何让记者节过得更有意义？ 今天，由郴州
市委宣传部、 郴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举办
的“百名记者进基层，创新宣讲十九大”活
动正式启动， 他们纷纷进村入户宣传党的
十九大精神，深受广大群众好评。

据了解， 为学习贯彻落实十九大精
神，郴州市专门策划了“七大分队进基层、
七进七讲聚人心”活动，其中“百名记者进
基层，创新宣讲十九大”就是分队之一。郴
州市委宣传部、郴州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在
全市范围内挑选了100名优秀记者， 按3
至5人一组，分成若干宣讲小分队。活动期
间，宣讲小分队将分别深入机关、学校、企
业、军营、社区、乡村等，采取群众喜闻乐
见的方式， 有针对性地宣讲十九大精神，

推动十九大精神入脑入心、落地生根。 活
动将持续至12月底。

当天上午，郴州市委宣传部组织4支
宣讲小分队，分别深入安仁县安平镇塘田
村、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永兴县高
亭司镇板梁村及北湖区涌泉街道惠泽社
区宣讲十九大精神，深受当地干部群众欢
迎。在永兴县高亭司镇板梁村村前广场樟
树下，第3宣讲小分队的4位记者，分别围
绕十九大主题、乡村振兴战略等进行了深
入浅出地宣讲。近百名干部群众团团围坐
在长板凳上，侧耳倾听，不时响起阵阵掌
声。“今天村里来了好多记者，给我们宣讲
十九大精神。 ”68岁的村民刘洪忠告诉记
者， 听了记者们有关十九大精神的宣讲
后，他对国家复兴、农村发展更加有信心
了。

郴州百名记者基层宣讲十九大精神
十九大精神进基层

巡回宣讲
十九大精神

11月8日，桂阳县蔡伦广场，
燕塘花灯戏曲民间剧团用唱花
灯戏、小调等方式宣传党的十九
大精神。近日，桂阳县成立了“党
的十九大精神巡回宣讲队”，到
企业、农村、机关、校园、社区等
进行宣传，让党的十九大精神家
喻户晓。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骆国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