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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立勇

从发展各要素看， 我省打造先进
电池千亿产业基础雄厚， 规模支撑有
底；业态正呈“爆炸式”增长，速度支撑
有劲；人才、技术优势全国独一无二，
科技支撑有能。建议从战略、战役、战
术三个层面强力砸开我省先进电池千
亿产业这个已经孵化成熟的“金蛋”。

一是战略上定位全球 “电池谷”，
精心打造“两园”“两链”。依托我国电
池产业全球领先地位和国际巨头国内
布局潮，再加上我省雄厚的科研资源、
品牌力量以及宁乡高新区的产业规
模， 我省打造世界级的先进电池科创

中心、 先进电池智慧城并不是天方夜
谭。今后，要以人才、技术优势为支撑，
重点建设以宁乡高新区、 九华高新区
为主的长株潭园区， 突出先进电池技
术研发中心、 企业总部和产业链中下
游企业的集聚； 以锂矿资源储量和冶
炼技术优势为支撑， 建设郴州先进电
池高新区， 突出先进电池产业链上游
企业的集聚。同时，做大做强先进电池
完整产业链， 做长做新产品应用
推广等延伸配套产业链。

二是战役上构建三大平台 ，
着力争夺行业话语权。 即构建先
进电池技术创新平台，争夺人才、
科创高地； 构建产业战略联盟平

台，争夺市场高地；构建先进电池检测中
心平台，争夺行业标准化高地。

三是战术上采取务实举措，高强度、
快节奏推进。 研究出台专项规划和支持
政策， 抓好全省锂矿资源和外省资源的
监管、整合、收储，大力开展名家名企名
牌工程，建立先进电池产业基金，强化生
产要素配置力度，积极改善发展环境。

（作者单位：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李石道

自省政府出台支持城陵矶新港区
加快发展的23条意见以来， 城陵矶新
港区正朝着长江中游的重要国际港
口、 物流中心和国家级保税港区的目
标迈步前进。

作为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新
港区需要扑下身子引进一批大企业、好

项目， 引导现代航运物流、 农副产品加
工、装备制造、石化、电力能源、新材料等
大耗水、 大运量产业和外向型产业项目
优先向城陵矶新港区集中。

城陵矶港是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
重要节点。 要大力清理整治沿江岸线码
头及企业，多建合建公用码头，严格审批
专用码头， 将零散布局的港口码头资源
连为一体， 真正发挥黄金岸线的黄金效

益、黄金水道的黄金作用。同时，在航线培
育、出口退税、融资贴息、报关报检费用补
贴等方面予以扶持， 参照港澳直航补贴政
策支持近洋、远洋航行开通，吸引全省乃至
周边省份的出口企业将货物运输到城陵矶
港拼箱出口， 打造长江中游区域性航运物
流中心。

（作者系岳阳市国家税务局党组书
记、局长）

新田县委书记 唐军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
者。良好的家风家训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共产

党人要传承和弘扬好家风， 让它
滋养我们砥砺前行。

新田县雅称舂陵， 自古舂陵
多俊杰。东汉时期，零陵太守龙伯
高不惜将夫人的金簪首饰及老家
田产全部变卖发展生产， 其后人
传承“敦厚周慎、谦约节俭”的家
风， 千百年来在新田龙家大院守
护其精神家园；践行“持躬谨厚、
涉世温和、齐家有道、教子有方”
的家风，舂陵大地诞生了“一门双
雄”的民主革命先驱蒋先烈和“黄
埔三杰”之首蒋先云；传承家风家
训， 叱咤风云的抗日英雄郑作民
督师与日寇血战广西昆仑关，留
下了“马革裹尸还万里，虎贲英烈
壮千秋”的壮烈故事；上世纪六十
年代末，新田人民改田改土、大办
水利，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奋勇争先的优良作风， 一举改变
了贫困落后面貌， 赢得了毛主席
“南有新田”的高度赞誉，“南有新
田”精神成为新田人民凝心聚力、

砥砺前行的最好“家风”。
从古至今， 无数有识之士的家

风家训故事， 折射出亘古的家国责
任与济世为民情怀。 如今从记忆的
深处走来， 优良的家风仍似涓涓细
流，浸润心田。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
风是一个家庭的精神内核， 是一个
社会的价值缩影， 也是一个地方凝
聚发展动力的精神源泉。 对党员干
部而言， 价值取向和从政操守多出
于家教家训，多成于清廉家风。良好
的家教家风， 直接传递着做人为官
的品行修养， 更是广大党员干部干
事创业、 砥砺奋进中不可或缺的精
神指南。

眼下新田正处于决战脱贫攻
坚、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期。广大党
员干部更应潜心研读清廉家风故
事，汲取智慧养分，以良好的家风家
规砥砺道德追求， 以严于律己的为
民情怀打赢脱贫攻坚战， 夺取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胜利。

范子军

又到一年“双11”，今年商家
促 销 活 动 的 内 容 纷 纷 推 陈 出
新 ，玩法更加复杂 :预售 、定金膨
胀金 、满减红包 、直降红包 、返
现券优惠券以及7天或30天保价
政策……在让人眼花缭乱的促
销背后 ， 消费者真的能够做到
安心购买吗 ？ 许多媒体收集了
往年 “双11” 期间常见的陷阱 ，
业内人士提醒 ，广大消费者 “双
11”网络购物一定要科学 、理性
消费 ， 如遇到购物陷阱一定要
保留好证据以便进行维权。

有预测显示，今年 “双11”公
众需求旺盛 ，全国快 (邮 )件业务
总量有望超过15亿件，同比增长

35%以上 。面对这块巨大的 “蛋
糕 ”，商战烽火转眼间已到处弥
漫。

对于商家来说 ，抓住 “双11”
机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营业
额 、盈利规模如何 ，事关全年绩
效 ，对某些电商品牌 ，甚至可以
上升到 “生死存亡 ”的高度 。竭
尽所能拼抢每一张订单 ， 那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 。 但一个不争
的事实是 ，“双11” 既是电商抢
生意的黄金季 ， 同时更是塑品
牌 、树形象的黄金季 。能否借助
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聚焦的风
口 ，以优良的诚信 、品质示人 ，
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美誉度 ，不
仅事关当前 ， 更关系到日后在
市场有多大的消费黏性和市场

影响力。
在以往“双11”网购期间，制假

售假类占比较高 ， 部分商家借消
费者抢购之机 ，抛售库存 、滞销甚
至是劣质商品 ， 有的商家则是以
次充好 、以旧翻新 ，或大肆销售高
仿造假产品 。还有 “假优惠 ”陷阱 ，
也是许多电商惯常采用的促销手
段 。这些有违商德 、有失诚信的做
法 ，看似利己 ，实际上是个短视行
为 。无数事实证明 ，最终 “坑 ”的是
商家自己。

消费者已变得越来越理性、成
熟 ， 电商业态也要告别粗放式经
营格局 。其实无论是 “双 11”黄金
季还是日常经营 ， 不拼潜规则拼
信誉 、品质 ，才是新时代商家应有
的理性和智慧。

新声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金点子

做大做强城陵矶新港区

把先进电池产业
做成湖南的千亿级产业

吴增兵

湖南是老龄大省，消费潜力巨大，
市场前景广阔， 要将养老产业打造成
为全省幸福产业。

加快发展社区居家养老。社区居家
养老是养老事业发展重点，应加强设施
建设，利用现有闲置资源，将社区小型
养老机构打造成“家门口的养老院”。通
过加强适老化改造， 完善社区医疗护
理、文体娱乐、衣食餐饮等配套设施，推
进“互联网+养老”行动，完善半小时养

老服务圈。
加快医养结合发展。 支持机构融

合型发展， 推进养老与医疗机构战略
合作， 鼓励厂矿医院改造成老年康复
医院，支持养老院设立医务室承担“病
房”功能。支持社区嵌入型发展，就近
与社区医疗机构合作， 提供医疗护理
服务。支持居家监护型发展，搭建居家
老人与医疗机构沟通平台， 促进医疗
服务进家庭。

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 加快养
老放管服改革，降低准入门槛，简化登

记审批程序，落实配套优惠政策，支持民
办养老机构发展。 推进公办养老机构运
营体制机制改革，鼓励公办民营、民办公
助等多种方式发展。

繁荣养老产业。丰富养老产品，定期
举办设计大赛和老龄产业博览会， 以丰
富的产品繁荣养老服务市场。 加强品牌
培育，鼓励民办企业连锁化经营，打造湖
南养老龙头性企业。实施“养老+”战略，
推进养老与房地产、旅游、金融等多种产
业深度融合。

（作者单位：湖南省民政厅办公室）

将养老产业打造成幸福产业

让好家风滋养我们砥砺前行

“双11”是塑品牌、
树形象的黄金季节

唐军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