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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武 欧阳倩

11月中旬，长沙市五一广场东南方，正在
进行室内装饰的湖南第一高楼———国金中心
高耸入云，巍峨而挺拔。毗邻的擎天广场、世
贸广场遥相呼应， 比肩而立。 这些楼宇刷新
的，不仅是城市的建筑高度，也是经济高度，
更是品质高度。

漫步长沙市芙蓉区，大街小巷，青樟葱茏
碧绿，银杏迎风招展，花朵缤纷争艳，游园美
不胜收；浏阳河畔，碧水涟漪，风景迤逦。风光

景致与民生设施和谐交融， 勾勒出芙蓉区新
姿态。这个新姿态，就像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描
绘的：“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提
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生态环境需要。”

城市经济越来越精彩
经济发展品质是所有品质的基础和动力。
芙蓉区域面积42.8平方公里。 狭小的地

带，依靠土地扩张来获得漂亮的经济数据，既

不现实，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高发展品质，来自布局。浏阳河从芙蓉

区穿城而过， 芙蓉区也因地制宜布局经济
格局。 浏阳河以西为中央商务区， 国金中
心、世茂广场、中天广场等楼宇，以金融、现
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 一幢楼宇就是一个

“立体开发区”。浏阳河以东，隆平新区以建
设“中国种业硅谷”为目标，不断汇聚育种、
种子交易企业等。 正在建设中的人民东路
产业园，将建设为生物育种产业核心区、生
活配套区等。 荩荩（下转9版）

老城新姿品自高
———看芙蓉区如何诠释“美好生活”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以园聚产转型快
道县今年共实施各类项目257个，初步形成了四大支柱产业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11月7日，走进全国生态文化村———娄底
市娄星区杉山镇万乐村， 眼前呈现一幅美丽
的乡村画卷：绵延数公里的花卉基地，绿海翻
涌层林尽染；乌石峰上翠鸟欢啼、亭台呼应；
一栋栋精致院落次第排开， 村民们怡然自
得……

3年前，万乐村还是“资质平平”，贫困人
口达500余人，占了全村60%。受煤矿采空沉
陷影响，许多良田荒芜，村级经济和社会发展
举步维艰。 村支书杨竹辉说：“搭帮党的政策
好，我们搭上了美丽乡村建设的快车，村里不
仅‘颜值’提高了，产业也兴旺起来。”

近3年来，万乐村依托新农村建设，努力
打造“美丽事业”，以引进的3000亩花卉苗圃
基地为基础，修建绿色生态大道，完成村庄面
貌提质，建设乌石峰、莲花池、万乐湖等旅游
景点，发展牡丹、芍药等集体经济。绿色产业
引领、基础设施并行，昔日的落后村一跃成了
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 村主任李庆珍说：“别
看我们万乐村不起眼，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
许达哲都来村里指导过呢， 我们越干越有

劲。”
漫步绿荫小道，20余名村民正精心修剪

苗木，村民李海初说：“村里有600多人在花卉

基地务工或参与分红， 人均月收入达2000多
元，绿色产业的发展，既美化了农村环境，又
增加了村民收入。” 荩荩（下转3版①）

娄星区万乐村———

“美丽事业”引巨变

湖南日报评论员

新时代的到来，以经济进入新常态为显
著特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新发展理念是其基本方略。

“前度桃花斗红紫，今来枫叶染丹黄”。
近年来，湖南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
带一部”“三个着力”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根
本遵循， 自觉以新发展理念统揽改革发展
全局，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全面
开启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新征程 ，
铸就起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 “湖南认识”
“湖南行动”。

十九大之后，对于湖南来说，如何深入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推动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关键一点是要以
新理念为统领，解决传统发展方式积累的矛
盾和问题，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
断筑牢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物
质基础。

“身子进入了新时代，思想有没有进入
新时代，这是一个问题”。自觉以新发展理念
为统领，首先要真正做到观念上适应、认识
上到位。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没有好坏
之分，同时又是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
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为高质量

发展阶段。这样的客观规律，要求我们摆脱
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
中心，做好转型升级这篇大文章，推动湖南
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要方法上对头、工作
上得力，真正解决“怎么干”的问题。对湖南来
说，最根本的就是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最迫切
的是加快补齐产业发展短板， 以产业链为抓
手，有针对性地建链、补链、强链，不能迷恋搞
土地财政、搞房地产的旧套路，不能热衷于修
路、建楼、扩大城市规模的旧模式；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重点任务是抓好 “三去一降一
补”，着力壮大实体经济；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记者 邹仪 通讯
员 尹健）11月7日， 位于道县城南的家居建
材物流园项目工地上，塔吊林立、车辆穿梭，
地上建筑与地下工程同步推进……今年来，
道县以工业园为依托，坚持以产业项目为重
点，围绕优势产业，瞄准产业链招商，产业项
目硕果累累，经济转型取得实效。据介绍 ,道
县今年共实施各类项目257个， 较去年增加
30个， 年内计划完成投资80.89亿元， 增长
211%。

近年来，道县县委、县政府遵循“工业新
城、城市新区、产城融合”的发展思路，高起
点规划园区的产业定位和空间布局规划，加
强产业功能分区建设，以“园”聚产带动发
展。目前，园区已开发面积突破10平方公里，
引进落户企业132家，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
轻纺制鞋、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四大支柱
产业。“建园区强平台，重选资兴产业，着力
推动道县经济社会发展由基建投资拉动向
产业发展转变。这也与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加

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精神相符合。” 道县县委
书记刘勇会告诉记者，道县还注重加强工业
与农业对接，目前，依托50万亩油茶、17万亩
脐橙等农业产业资源优势，积极发展农副产
品加工产业，湘浩茶油、科茂林化等一批农
业企业逐步发展壮大。

道县以产业链招商为抓手， 着力提升产
业质量。立足电子信息、轻纺制鞋等县内优势
产业，大力引进上下游关联企业，延长产业链
条，加快形成产业集聚。

让新发展理念照亮转型升级之路
———“拥抱新时代 建设新湖南”系列评论之六

湘声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这其实就是各级领导干部
工作的方向。把这三个问题抓准了、抓好
了，我们的领导水平就会明显提升，我们
的工作也会向前推进一大步。

当前，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新
变化，要求我们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
发展内涵、发展重点都要随之转变过来。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在物质上，还
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
等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既体现在经
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还体现在人与
自然生态环境的不平衡； 既有区域间的
不平衡，还有“五位一体”上的不平衡。满
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解决发展不
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下大
气力抓好的工作重点、 需要加快补齐的
短板和不断完善的薄弱环节。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抓准是前
提。抓而不准，不仅劳神费力，甚至南辕
北辙。我们想问题、做决策、抓工作，要少
一点本位主义，多一些换位思考，决不能
把一般当重点，视弱项而不见；决不能站
在领导角度摸脑袋、拍屁股，而要站在人
民群众、服务对象的角度去找重点、短板
和弱项，使工作更符合实际情况、客观规

律和科学精神。
就拿大湘西旅游产业发展来说，张

家界、凤凰古城、沅水上游等地方都“美
得令人心痛”。游客对这里的奇山异水抱
有遗憾的少， 但对吃住行娱购等配套方
面提出微词的多。只要我们深入群众、以
心换心，这些短板、弱项马上就找出来了。
游客关心的不是机场建得大不大，而是能
否来去自如、安全便捷；在意的不是马路
修得宽不宽，而是道路两旁是否有休闲购
物的好去处； 看中的不是服务项目多不
多， 而是服务人员的一句温馨的提示、一
个温暖的笑容……把交通方式、线路规划
得更便捷一点，把食宿、购物、休闲等基础
设施配套得更完善一点，把景区人性化服
务、智能化管理水平提升得更高一点，就
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目前，“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
补短板” 讨论活动正在全省上下如火如
荼开展，省委的初衷就是通过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 集聚民智民力， 更好地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 就全省而言，当前
最大的重点就是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最迫
切的就是加快补齐产业发展、 实体经济
的短板。看到了这些短板和弱项，我们就
必须发扬钉钉子精神，不折腾、不反复，
一锤一锤把工作落到实处。

抓重点 补短板 强弱项

新华社河内11月12日电 （记者 孙浩
孟娜 侯丽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12日在河内越共中央驻地同越共
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双方积极评
价彼此发展成就，一致同意继承、维护、发
扬好中越传统友谊， 相互坚定奉行友好政
策，把两国全面战略合作发展得越来越好，
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切实利益。

习近平和阮富仲分别介绍了中共
十九大、越南党和国家事业有关情况。

习近平强调， 中越是山水相连的好邻
居、 荣辱与共的好朋友、 志同道合的好同
志、合作共赢的好伙伴。中越建交67年来，
由毛泽东主席、 胡志明主席等两国老一辈
领导人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的中越传统
友谊不断得到巩固、弘扬。今年以来，两党
两国高层保持密切接触， 各领域合作不断
深化，中越关系取得积极进展。当前，中越
两国均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 两国各
自建设事业和双边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
历史性机遇。 双方要以两党两国关系大局
为重，从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弘扬风雨
同舟的优良传统， 不断开创中越关系新局
面，在前进道路上和衷共济、共谋发展。

习近平对越南实施革新开放30多年
来各项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祝贺。
习近平强调，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为首

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 兄弟的越南人民
一定能够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加美好
的未来。

阮富仲衷心祝贺中共十九大取得圆满
成功， 祝贺习近平同志再次当选中共中央
总书记、 并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
心。阮富仲表示，越方感谢中方对越南民族
解放和国家发展给予的巨大帮助， 支持中
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越
方高度评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和对本
地区发展的积极贡献， 欢迎习近平同志提
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 认为这体
现了中国的全球视野和大国担当。 越方愿
同中方一道， 深化两国传统友谊和全面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造福两国人民，促进地区
和平与繁荣。

习近平和阮富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越
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一
致认为中越两国是有着悠久友好传统的邻
国，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
制度相同、发展道路相近，前途相关、命运
与共。双方要相互借鉴，共同发展，为各自
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注入新活力， 推动
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
向前发展，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
出积极贡献。

荩荩（下转2版）

习近平同越共中央
总书记阮富仲举行会谈

双方一致同意和衷共济、共谋发展
不断开创中越关系新局面

湖南日报11月12日讯 （李寒露 陈凡
学 秦佳婷）连日来，常德石门柑橘、汉寿甲
鱼、武陵红茶、鼎城茶油等公共品牌和产品
品牌的负责人，为了一场11月13日在长沙
举行的推介活动忙个不停。 大家之所以这
么上心， 是因为这次品牌推介不同于以往
的展销会， 而是常德市推行品牌建设四大
行动的首站活动。

近年来，常德注重品牌建设，打造了一
批品质优、 竞争力强的公共品牌和产品品
牌。其中，中国驰名商标30件、湖南省名牌
25件、湖南省著名商标91件，先后获得国
家级和省级金奖80余个。但是，整体来看，
常德优质高端品牌仍存在优而不强问题。
为此，常德市积极探索，努力在品牌建设中
实现品种优势到品牌强势的转变， 提出要

“颜值”更要“气质”，引导企业做强品质，做
优品牌， 加快推进开放强市、 产业立市战
略。常德市委书记周德睿表示，新发展理念
是引领新常态的动力之源，而品牌建设，就
是推动新发展理念和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在常德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的重大
举措之一。

该市最近出台的《常德品牌行动方案
（2017-2020年）》， 提出重点开展品牌推
介、品牌合作、品牌培育和品牌服务四大行
动。其中，品牌推介行动将重点开展品牌形
象宣传、展示推介、广告投放、节会宣传、品
牌冠名、艺术创作等活动。此次“常德品牌、
中国品质”———常德品牌农业推介行长沙
首站活动， 就打响了四大行动之品牌推介
行动的第一枪。 荩荩（下转3版③）

要“颜值”更要“气质”

常德推行品牌建设四大行动

农村稳则天下安，农业兴则基础牢，农民富则国家盛。党的十九大决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发展目标，为“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作为农业大省，湖南应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先行一步，积极探索，在新时代
展示新气象、实现新作为。为此，湖南日报组织记者奔赴乡村一线，采撷鲜活样本，展示各地乡村建设成就、先进经验及新思路、新谋划、
新举措，为各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借鉴。今天起，推出“新时代新气象新作为———湖南乡村振兴探索”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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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暖阳下的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万乐村。（资料照片） 杨竹辉 摄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湖南乡村振兴探索

习近平出席越中友谊宫落成移交仪式
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仪式

携手踏上亚太繁荣发展新征程
———习近平主席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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