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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江苏徐州12月14日电（记
者 李宣良 李大伟 李清华）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13日到第71集团军视察。 他强
调，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
思想， 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
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把握集团
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扎
实推进转型建设， 全面提高打赢能
力，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
命任务。

初冬的淮海大地， 沃野千里，洋
溢着勃勃生机。下午4时许，习近平来
到第71集团军某旅，首先看望了王杰
同志生前所在连官兵。王杰是上世纪
60年代涌现出来的伟大共产主义战
士，他为了保护身边12名民兵和人武
干部的生命而光荣牺牲，成为全党全
军全社会学习的模范。习近平参观了
王杰生前所在连队荣誉室。一张张照
片记录着王杰的成长历程，一篇篇日
记折射出英雄的崇高精神，一面面锦
旗承载着党和人民对英雄的赞誉褒
奖。习近平看得很仔细，不时驻足询
问。在介绍王杰正确对待荣誉和进步
的展板前， 习近平深有感触地说，王
杰“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
手，在物质上不伸手”，这“三不伸手”
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
这面镜子。习近平详细了解王杰一不
怕苦、二不怕死的事迹，动情地讲，一

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
写照， 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习近平强调，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
是、 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

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
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离开连队荣誉室后，习近平来到
“王杰班”。全班战士列队欢迎，习近平

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现任班长王
大毛向习近平介绍了战士们争做王
杰传人的情况。50多年来， 连队每天
点名第一个呼点王杰。看到王杰精神

在连队得到很好传承， 看到尊崇英
雄、学习英雄氛围这么浓厚，习近平
很欣慰。 他招呼战士们围坐一圈，详
细询问大家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

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带头做新时代王
杰式的好战士。离开连队时，习近平
同全连官兵合影留念，指战员们簇拥
着习近平，充满了幸福和喜悦。全连
官兵齐唱连歌“王杰的枪我们扛”，表
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习主席的话、自
觉做英雄传人的坚定决心。

随后， 习近平来到集团军机关，
亲切接见机关全体干部和所属部队团
以上干部。 习近平在听取集团军工作
情况汇报后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
深入抓好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
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
兵实际，提高针对性和实效性，切实在
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 确保党的
十九大精神在部队落地生根，转化为
推进强军事业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指出，要坚持从思想上政
治上建设和掌握部队，深入贯彻古田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按照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加强各级党组织建
设，教育引导官兵强化“四个意识”，
坚决听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要
严肃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之以恒
推进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纯
正部队政治生态。要弘扬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扎实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让红色基
因代代相传。要用新时代党的强军思
想建连育人， 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
作，培养“四有”革命军人，锻造“四
铁”过硬部队。

习近平强调，部队各级要聚精会
神抓练兵备战，把战斗力标准立起来，
努力提高打赢能力。 要适应改革后新
体制新编成，贯彻陆军转型建设要求，
创新集团军建设管理和作战运用方
式，提高机动作战、立体攻防能力。要
坚持实战实训、联战联训，创新训练理
念和方法手段，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
要加强战斗精神培育和战斗作风训
练，使部队成为威武之师。各级党委和
领导干部要强化责任担当， 带领部队
把练兵备战各项任务完成好。

许其亮等参加活动。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下午，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和第122次主任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
任韩永文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
任刘莲玉、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
党组成员、秘书长彭宪法出席会议。

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进一步纠正“四风”、
加强作风建设重要批示和省委办
公厅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批示精神集中精力做好岁末
年初各项工作的通知精神。 会议
强调， 要深刻领会批示的内容和
精神实质， 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

自觉， 切实增强锲而不舍加强作
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坚持从领导干部做起， 从一项
项工作、一件件具体事抓落实，坚
决纠正省人大机关存在的“四风”
突出问题； 要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为推动，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统
筹抓好省人大当前各项工作。

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关于2018年度拟提请省委常委会
会议审议的议题和拟举行的重要会
议、活动安排意见。

主任会议研究了省十二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议程草案。

荩荩（下转3版）

习近平在视察第71集团军时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全力推进新时代练兵备战工作

12月13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 、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到第
71集团军视察。这
是习近平亲切接
见集团军机关全
体干部和所属部
队团以上干部。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戴昊君）湖南旅客
明年去重庆将更快更方便。广铁集
团今日发布，全国铁路将于28日起
实施新的运行图。根据新图，明年
年初渝贵铁路开通后，长沙往成渝
方向的高铁车程将大大缩减。其中
长沙至重庆的高铁车程将从目前
的约8个半小时缩至最快约5小时。

记者从广铁集团了解到，此次
全国铁路28日调图，主要涵盖和涉
及到近期新开通的铁路线路、新投
放的铁路运输装备，其中包括明年
年初开通的重庆至贵阳铁路扩能
改造工程（简称渝贵铁路）。

渝贵铁路开通后，成都、重庆
将大量开行去往贵阳、长沙、昆明、

广州等方向的动车组。
记者查询获悉， 目前长沙往成

渝方向的高铁， 需先走京广高铁至
武汉，再转沪汉蓉快速铁路至重庆、
成都，耗时长、车次少。其中，长沙至
重庆高铁车次仅有3趟， 最快车程8
小时23分。

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以及渝贵
铁路开通后，长沙往成渝方向的高铁
先走沪昆高铁至贵阳，再转渝贵铁路
至重庆、成都。初步估算，长沙至重庆
的最快高铁车程将缩至5小时左右，
至成都的车程缩至6.5小时左右。

据长沙南站透露，渝贵铁路开通
后， 长沙南站计划新增3对始发开往
成渝方向的高铁车次，届时湖南旅客
前往重庆、成都旅行将更加方便。

渝贵铁路明年年初开通

长沙到重庆最快约5小时

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要靠产业和项目
的加快引进、落地、投产。

150天！年产能达10亿元的贵德光
电产业园，从签约、开工到投产，扎根江
华经开区，创造了令人惊羡的“江华速
度”。

去年9月以来， 江华经开区引进包
括贵德集团在内的16个投资过亿元项
目，大多数半年左右便投产。

位于南岭北麓、潇水源头的江华瑶
族自治县，是全国瑶族人口最多、湖南
省唯一的瑶族自治县，被称为“神州瑶
都”。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江华属于“老、
少、边、穷”地区，诸多条件并无优势，为
何能在承接产业转移中抢占先机？

“瑶都”有何魅力，引来“群凤”齐舞？
煦暖的冬日， 记者走进江华经开

区，感受这片招商引资的热土，探寻“江
华速度”背后的奥秘。

年产能10亿元的项目，
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150天———

“江华速度”刷新纪录
12月7日， 记者走进贵德光电产业

园， 见到一栋栋崭新的标准化厂房，无
尘车间内10多条生产线正在紧张生产。

荩荩（下转6版）

� � � �人们印象中的“老、少、边、穷”地区，短短几年崛起“百亿园区”。
今年引进10亿元产能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了150天———

解码“江华速度”

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会议和第122次主任会议

� � � �12月12日，江华
瑶族自治县，贵德
集团，工人正在生
产线上紧张有序
地作业。

杨丁香 摄

习近平同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
准确把握双边关系前进方向
确保中韩关系行稳致远

开拓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
经济建设重要论述的体会

23版

2版

学习践行“两不怕”精神
争做新时代王杰式好战士

———习近平主席视察王杰生前所在连侧记
23版

长沙格力：引领湖南家电制造业复兴
3版

“关键之年”的新作为
———湖南纵深推进精准脱贫纪实

6版

11版
湘潭开启产业崛起新春天

新时代 新气象 新作为
———行进三湘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陈
昂昂）12月12日至14日，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率工作组赴邵阳县督查脱贫
攻坚工作， 调研邵阳市政协工作。她
强调，要大力推进产业扶贫，加快脱
贫步伐；政协工作要不断创新履职方
式，着力提高履职实效。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督查
调研。

工作组先后深入邵阳县白仓
镇塘代村、新建村，五峰铺镇弄子
村，塘渡口镇塘坪村，三力达蓝印
花布有限公司，油茶产业示范园等
地，围绕脱贫攻坚和产业扶贫实地
调研。

这是李微微今年第三次来到邵
阳县。塘代村是省政协机关驻村帮扶
的贫困村。 省政协办公厅帮扶的产
业项目———旺湘薯业食品有限公司
已经建成投产。 贫困户谭四姣送来
2600斤红薯，卖了个好价钱。李微
微十分欣慰，她说，要动员乡亲们多
种些红薯，多赚点钱。她叮嘱相关负
责人，要统一产品标准、确保质量，
通过成为大企业的供货商来解决销
路问题。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之策。
在新建村、塘坪村等油茶种植基地，
李微微认真询问油茶种植与收成情
况。 荩荩（下转2版）

� � � � 李微微在邵阳县督查脱贫攻坚
时指出
推进产业扶贫加快脱贫步伐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⑦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杨丁香

杜家毫同志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