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评论员

“美丽”这个美丽词汇，正在向我们温柔
袭来。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中国的现代化有了“美丽”的新追求。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国”“打赢蓝天保卫战”“像对待生命一样对
待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发展” …… “美丽”
“生态文明”“绿色”等，成为十九大报告中的
高频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离
不开美丽的生态环境。

“美丽湖南”是“美丽中国”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 绿水青山曾是湖南的名片，“不到潇湘
岂有诗” 多年来令我们感到由衷的骄傲与自
豪。湖南也很早就把“美丽”上升为全省性的
愿景和目标。然而，种种原因导致的粗放式发
展方式，一度让“母亲河”湘江蒙垢、“美如画”
的洞庭湖风光不再，生态环境不堪重负。

呼唤绿水青山，湖南打响环境保护攻坚
战：保护和治理湘江的“一号重点工程”高位
推动 ；《湖南省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条例 》
《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 已经出台，《湖
南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 已经举行立法听
证；“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清土净的生态强
省”，成为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的“五大强
省 ”战略行动之一 ；“环境治理 ”与 “脱贫攻
坚、转型升级”一道，成为湖南新时代决心打
赢的“三大攻坚战役”。

战鼓催征急。 几年时间的攻坚突破，湘
江开始褪去沉疴、初现“母亲河”韵姿。“一号
重点工程”向“一湖四水”延伸，“五大专项、十
大工程”，让洞庭湖环境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
制。11月初，一场力度空前的生态环境专项整
治行动在洞庭湖区迅速展开。 只有用壮士断
腕的决心与勇气，才能还洞庭湖一湖清水。

近些年来，湖南空气越来越好，但“雾霾
君”并未远离。“天帮忙，更要人努力”，省政
府日前发布《2017年度长株潭大气污染防治
特护期实施方案》，规定每年10月16日至次年

3月15日为特护期，用20条硬邦邦的举措，守
护长株潭的蓝天白云。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建设
美丽新湖南，是一场涉及发展方式、消费观念
和生活方式变革的系统工程。 以环境治理倒
逼产业转型升级， 倡导绿色消费理念与涵养
公民环境意识并举， 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正成为激荡三湘四水的共识和共为。

“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党的十九
大报告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
理念作出了更明晰、 更全面的具体部署。把
治水与治山 、治林 、治田 、治湖有机结合起
来，“四水”协同，“江湖”联动，筑牢“一湖三
山四水”生态屏障，共同构筑“山水林田湖草
生命共同体”。建设美丽新湖南，让我们再次
出发。

蓝天碧水、一草一木，不仅属于我们，更
属于子孙后代。只要我们贯彻好、践行好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
要求，就一定能让湖湘大地重现“江天一色
无纤尘”的美丽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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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徐德荣 成俊峰
吕小宝）11月上旬，在常宁市大堡乡麻洲村新
修公路现场，20余名群众与村干部分成3组，
铲土、填坑、硬化路面，干得热火朝天。乡干部
介绍，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干部群
众关系融洽，大家想在一起、干在一起。

常宁市有408个村（社区）， 过去一段时
间，部分基层干部作风飘浮，失信于民。今年
来， 常宁市把村级换届选举作为加强基层组
织建设的头等大事来抓，派出6个指导督察组，
负责指导、协调、督察换届选举工作。同时，拓
宽选人用人视野，把一些年纪轻、作风正、善管

理、会经营的“乡村能人”吸收进村级班子，激
发基层组织新活力。今年3至6月，常宁市所有
村（社区）全部成功换届，选举产生出新一届村
级班子成员2665人，其中“乡村能人”占78%。
宜阳街道禄福村党员蹇玉明在家创业多年，头
脑灵活、善于开拓，今年5月被推选为村党支部
副书记。他先富带后富，带领13名村民养殖黑
斑蛙30万余只，5个月增收7万元。

常宁市还把村级班子培训作为加强基层
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集中开展相关政
策法规培训，促进村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提升
为民服务能力。“新任村干部经常来看望我们

这些贫困户，比自己儿子还走得勤快。”谈起
现在的村干部， 水口山镇大渔村村民黎福星
笑着说。今年下半年以来，常宁市村级组织主
动作为，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1.2万余个；牵头
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956个， 带动1.9万名
贫困人口脱贫。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要实施好党
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建立强
有力的村级组织。” 常宁市委书记刘达祥介
绍，目前该市正在制订相关制度，全面强化基
层党组织建设， 使之真正成为推动改革发展
的坚强战斗堡垒。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白培生 颜石敦
唐文利 欧阳希）郴州市北湖区湘南国际物流
园近日被评为2017年度国家优秀物流园区。
据了解，该园是北湖区“一核四区”建设重要
组成部分，通关平台完善，目前正申请铁路部
门支持， 让当地商品直接出口中亚、 欧洲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北湖区是郴州市中心城区，也是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北湖区委书记、
郴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蒋利民介绍， 近年
来，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一核四
区”（即建设湘南增长极核心，争创国家级经
开区、国家级产城融合示范区、国家级示范

物流园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战略目标，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十九大召开以后，该区更是“把提高供给体
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升级。

北湖区以郴州经开区为主战场， 加快石
盖塘等重点工业片区开发， 抓好有色金属等
传统产业升级，努力引进世界500强等战略投
资者。先后完成了鲁塘、芙蓉、新田岭矿区技
改，成链条配套引进中国建材集团南方石墨、
中国五矿集团湖南有色等大项目。去年，郴州
经开区实现技工贸收入500多亿元，居全省省
级园区第一。

同时，北湖区实施现代服务业“四年行动

计划”（2015-2018年）。在中心城区打造环北湖
公园中央商贸圈和环五岭广场金融商贸圈，建
设友阿国际广场、步步高新天地等城市综合体
和专项市场,并以北湖机场为核心，加快空港物
流经济区建设。该区还力推“旅游+农业”深度
融合，精心打造龙女康养特色小镇、小埠运动休
闲特色小镇及康养示范点。目前，全区有国家
级、省级休闲农庄37家，农家乐200余家。

通过推动产业升级， 北湖区经济实现稳
步发展。今年1至9月，全区完成地区生产总值
277.44亿元，同比增长6.9%，三次产业比调整
为2.6∶29.3∶68.1，城镇化率达81%，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预计完成9.66亿元。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

北湖产业升级蹄疾步稳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常宁能人治村富民强基
选举产生的新一届村级班子成员中,“乡村能人”占78%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唐婷 曹
娴 周月桂）11月14日至15日，湖南新能源
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峰会在长沙举行，27家
世界500强企业、5家中国500强企业、54家
行业领军企业联袂亮相。14日下午， 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会见了部分参会嘉宾，
并参观新能源汽车展区。

副省长何报翔出席峰会并参加会见。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会见。

此次峰会突出对接500强企业和产业
链招商，是我省首次面向世界500强、中国
500强、民营500强企业举办的产业专题招
商活动，共147家国内外企业参加。峰会同
期举行了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环境
推介会、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与发展论坛、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实物展览等活动。

会见中， 许达哲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
示欢迎。他说，当前，湖南正大力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加快建设长株潭衡“中
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积极打造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希望通过这次峰会进
一步加强湖南与国内外先进技术、 一流企

业的对接合作， 让更多湘企成为世界新能
源汽车企业的供应商、配套商，同时也欢迎
有实力的大企业和创新能力强的研发单位
加入到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建设当
中。湖南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营造更有利于创新、开放的发展环境，助推
企业做大做强做优。

菲克亚太区副总裁、 广汽菲克总经理
奥大为·约瑟夫，霍尼韦尔亚太区高级总监
陈艳表示，随着汽车制造技术、驱动方式和
用户对汽车需求的发展变化， 新能源汽车
将迎来大发展。湖南市场空间广阔、发展环
境优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在加快完善，
希望抓住合作机遇， 进一步扩大在湘业务
范围，实现互利共赢。

峰会期间，湖南向国内外发布101个
汽车产业招商项目， 总投资3336.2亿元，
其中新能源及电动汽车类项目26个，总
投资1050.1亿元。17个重大项目现场签
约，总投资134.5亿元，涵盖新能源汽车整
车生产和电池、充电桩、零部件、物流配
送等领域。 （相关报道见8版）

27家世界500强企业联袂亮相

湖南新能源汽车产业
创新与发展峰会举行

许达哲会见部分参会嘉宾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记者 唐婷 徐
荣）今天上午，湘潭新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
在湘潭高新区启动建设， 将打造中部地区
机器人规模化生产示范基地。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宣布项目开工。

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卢秉恒、王
天然、邓中翰，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2017年4月24日，湘潭高新区管委会与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合作协议， 共同建设湘潭新松机器人产业
园。产业园项目占地3240亩，分三期建设，
总投资120亿元。园区重点规划“一平台四
基地”：智能产业创新服务平台、机器人产业
研发创新基地、机器人装备及零部件生产基
地、 工业4.0产业基地和机器人健康产业基

地。项目将创造性地整合机器人产业、金融
产业、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和生活配套功能，
打造五位一体的生态型智能制造特色小镇。
建成后的机器人产业园辐射长株潭地区，形
成一个机器人和智能制造全产业链集群，预
计实现机器人产业年产值100亿元。

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裁曲道奎表示，湘潭是传统重
工业基地， 隶属于中科院的沈阳新松是中
国工业机器人的摇篮， 系全球机器人产品
线最全、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的龙头企业，
双方将共同发力，通过品牌、技术、市场、资
金、场所五大要素的协同支持，推动机器人
全产业及智能产业的创新发展，为“中国制
造2025”和湖南智造作出贡献。

湘潭新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启动建设

打造中部地区机器人
规模化生产示范基地

许达哲宣布项目开工

遥知不是梦，美丽新湖南
———“拥抱新时代 建设新湖南”系列评论之九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蒋浩 易月 ）今天，湖南文化产
业-交通银行融合发展对接会在长沙召
开， 达成一系列金融合作协议。 这也是
“2017湖南文化产业与金融业合作深度对
接会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

本次对接会由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
主办，与会代表就文化产业发展趋势、具体
项目实施、 文化产业投融资策略进行了探
讨交流。会上，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分别与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湖南浔龙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湖

南华凯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 该行将向这3家企业分别提供
30亿元、8亿元、5亿元的意向性授信额度。

文化产业已经成为我省新兴的支柱
产业之一， 目前全省共有8家上市文化企
业，规模以上文化企业2937家，企业数量
和盈利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同时，我省积
极推动文化金融合作对接常态化，在全国
率先成立省文化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省文
化旅游担保投资有限公司等机构；交通银
行、北京银行、长沙银行等金融机构还积
极创新服务模式，纷纷设立文化产业专营
支行和团队。

开慧双拥广场
建成开放
11月15日，位于长沙市

人民路与芙蓉路交界处的
开慧双拥广场建成开放。这
里曾是革命先烈杨开慧
1930年英勇就义的地方。广
场占地面积约1300平方米，
建有毛泽东书写的《蝶恋
花·答李淑一》大幅诗词墙、
青花汉白玉层峦叠嶂景观、
中式照壁墙、 休闲廊亭等。
该广场已成为长沙市芙蓉
区的爱国教育红色基地。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11月1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田杰平）项目投资是我省培育新产
业、新动能的重要抓手。今天，省统计局发
布最新数据，1至10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
完成额2.37万亿元，同比增长12.7%，增速
比前三季度提高0.1个百分点。前三季度我
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国第八位、 中部
第一位。

基础设施、 民生和社会事业两大领域
投资仍然保持较高增速，前10个月分别完
成投资0.65万亿元、0.24万亿元，依次同比
增长16.6%、14.6%。

产业投资明显改善，投资增速提升，投
资结构优化。 前10月全省累计完成工业投
资8141.71亿元，同比增长5.6%，比前三季度

增速加快1.2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投资稳
步向好，31个制造业行业大类中有19个行
业投资同比增长，尤为可喜的是，工业技改
投资上行趋势渐稳， 完成投资4497.40亿
元，同比增长2.8%，比一季度、上半年、前三
季度分别加快8.3个、1.4个、0.1个百分点。

我省规范和优化投资环境举措显成
效。1至10月， 全省完成民间投资1.4万亿
元，同比增长13.2%，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9.8个百分点。在统计的19个国民经济门类
中， 有16个经济门类的民间投资保持增
长，其中，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民间投资实现
倍增，卫生和社会工作、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农林牧
渔业等行业民间投资增速均在37%以上。

前10月我省固定资产投资
增长12.7%

文化产业与金融业深度对接
交通银行对3家湘企意向授信43亿元

为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
———看湖南省“互联网+监督”平台如何诞生

正义不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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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