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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 2017 的最后一天。
此刻，时光交叠。
这一天，因为过去的 364 天而显

得厚重饱满， 有种非同一般的力量，
激起我们对时光流逝的敏感，让我们
止不住齐齐回望。

盘点 2017 年湖南人的共同记
忆，每一个激动的瞬间、每一步前行
的喜悦、每一次感人的温暖、每一场
扑面的考验，都留下清晰的足迹———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我们振奋
于新时代的恢弘梦想， 不忘初心，砥
砺前行；

暴雨倾城，我们奋战在滔滔洪水
中，守望相助、共护家园；

我们喜闻十八洞村成功脱贫摘
帽，我们怀念“中国好人”王新法，我
们欢呼国足福地长沙上演精彩，我们
竞赴省博物馆新馆“千年之约”……

创新的力量鼓起自强不息的风
帆， 开放的长风激荡走向世界的豪
情；实体经济交出“高颜值”成绩单，
立体交通让湖南拥抱全球；河流湖泊
有史以来有了河长，“水清河晏”不再
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改革在深化，风
气在净化，生活在变化，我们，有了实
实在在的获得感……

这是每一个湖南人的 2017，每个
人的“小目标”汇入时代的大目标，在
共同奋斗中一步步变成五彩的现实。

这一年的厚重与温度，这一年的
石印与铁痕，我们目睹荣耀，梦想花
开，未来也变得更加清晰而明亮。

2017 已经靠岸，洞庭湖的冬候鸟
回来了，老树增了年轮，孩子添了新
岁，我们的旅程刚刚抵达，又要出发。

季节轮回，时间却不雷同，分分
秒秒，鲜活充满意义。珍惜过往，面向
未来。走过 2017，走向 2018，在新的
旅程中，彼此祝福、收获成长。

11月 29日，经过 5年的改扩建建设，湖南省博物馆新馆开馆并正式对

外开放，吸引了众多市民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省博物馆新馆盛装归来，数十万人竞赴“千年之约”暌违 5 年，省博物馆盛装归来，辛追夫人重回世人视线。11 月 29 日开

馆至今，入馆参观者已超过 40万人次。新馆陈列展区面积、场馆功能和服务能力全面升级，“长沙马王堆汉墓

陈列”“湖南人———三湘历史文化陈列”两个基本陈列 + 专题陈列 + 临时特

别展览展陈体系令人眼界大开。鼎盛新“湘博”，大美新湖南。在这里，我们

穿越千年，读懂湖湘，畅享文化的盛宴，共筑文化复兴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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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4 日，高温下，武警湖南总队后勤基地的官兵在背扛沙袋抢

险。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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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3日下午，全球首列智轨列车行驶在株洲市神农大道。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全球首列虚拟轨道列车株洲上路

创新引领湖南加速奔跑

列车跑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没错，别不相信您的眼睛。

6月 2日，全球首列虚拟轨道列车在株洲惊艳亮相，又一次刷新世

界科技创新的高度。

湖南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励大会上，39个项目斩获湖南省首

届创新奖，科技创新、产品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齐头并进，政

府、企业、社会、全民一起发力，创新引领湖南加速奔跑。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获批，开放长风劲吹三湘四水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寓意“开放崛起”的机翼形卡口，大型货车川流不息，全球
各地的货物在此集散、分拨。这里是今年获批的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的核心。天高地
阔，湖南开放型经济加速“起飞”。开放崛起，风劲雷激。今年 7 月，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实施开放崛起“五大
行动”，开放崛起合力正在汇聚，成效逐步显现。

11月 2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起降的航班。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三湘大地刮起史上最严环保整治风暴今年 4 月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三湘大地掀起一场“史上最严”的

环保问责风暴。
省“一号重点工程”向“一湖四水”纵深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全

面打响。启动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8 万亩欧美黑杨清理完毕。

以环保督察整改落实为契机，湖南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

11月 28日，伐木工人每人每天砍伐数百株黑杨。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钢铁华菱重振雄风，实体经济生机勃发“脱实向虚”急刹车，做强做优钢铁主业，华菱集团“涅槃重生”，前 11

个月实现销售收入 1109 亿元、利税 85 亿元，成为湖南省属国企首家年销

售收入过千亿的企业。钢铁华菱重振雄风，无疑是湖南加速推进国企改革，

大力振兴和发展实体经济的最佳注脚。向实体经济发力、聚力，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智造”“湖南创造”升

级，湖南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

7月 21日，湘钢钢板生产中，质检员“火眼金睛”严把关。 通讯员 摄

“互联网 +监督”平台运行

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持续巩固

11 月 14 日，湖南反腐败再添“利器”———湖南“互联网 + 监督”

平台上线运行，实行对民生项目资金的全程监督和全面公开。

查处周符波、李政科等一批重大违纪案件，突出扶贫领域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强力整治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涉矿等经营性活动，不断加快政

治巡视步伐和节奏……湖南以永远在路上的节奏继续“赶考”，持续

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

11 月 29 日，永州市新田县召开扶贫领域违纪资金退赔大会，将 42.25

万元清退款发放到 114名贫困群众手中。

陈卓韬 摄

全省首个监察委员会挂牌20余项改革全国一马当先12月 11日，湖南首个监察委员会———怀化洪江市监察委员会正

式挂牌成立，标志全省监察体制改革成功破局，湖南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迈开新步。
2017年，湖南各领域改革风生水起，啃下“硬骨头”，发起攻坚战，

形成了若干在全国改在先、成效好、叫得响的改革品牌。

12 月 11 日上午，洪江市监察委员会正式挂牌成立，这是湖南首

个成立的监察委员会。
杨锡建 李林 摄影报道

“中国好人”王新法感天动地
三湘大地“好人”群体涌现

一位河北退伍老兵， 不远千里来到常德石门县薛家村义务扶贫，因
突发心肌梗塞累倒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用生命践行曾许下的扶贫诺言。

“中国好人”王新法，一个闪耀着生命光辉的名字，其故事经湖南日报率
先报道，感动了湖南，感动了河北，感动了中国。

三湘大地，“好人”群体涌现，大山卫士刘真茂、最美乡村医生曾宪
国、宁乡祖塔村救人英雄群体……今年 339 人（组）登上“湖南好人榜”，
55 人（组）登上“中国好人榜”，其善行，照亮了湖湘大地的星空。

2 月 26 日下午，石门县南北镇薛家村，上千村民自发来到“山河圆”
烈士陵园，送别“名誉村长”王新法。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60周年

民族团结花开果硕

六十载风雨兼程，一甲子继往开来。9 月 20 日，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两万余各族各界干部群众隆重集会， 热烈庆祝自治

州成立 60周年。

60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全省各地各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走过了不同凡响的光辉历

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走向更

加美好的未来。

9月 20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成立 60周年庆祝大会在吉

首市举行，两万余名干部群众一起欢庆。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一场比赛温暖一座城振奋一国人，长沙成国足福地

一球倾城。3 月 23 日，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数万球迷山呼海啸

般的加油声中，中国队以 1 比 0 击败韩国队，取得俄罗斯世界杯亚

洲区预选赛 12强赛的首场胜利。这场比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国足

将士精诚团结、奋力拼搏，渴望胜利、敢于胜利的血性，展现了湖南

人民热情好客、细致务实，激情观球、文明有礼的形象。

福地长沙，在中国足球史上注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3月 23日晚，在长沙贺龙体育场举行的中韩足球赛中，于大宝

在比赛中奋力争顶。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十八洞村脱贫摘帽，脱贫攻坚向纵深推进

风起十八洞，作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今年 2 月，花垣县十八洞村全部脱贫

摘帽，贫穷的阴霾一扫而光，村民的笑脸，映照出美好的生活。

2017 年，我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着力”的殷殷嘱托，把脱贫攻坚作为

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盯住最困难的地方、瞄准最困难的群体，向着减

少农村贫困人口 110 万人、2500 个以上贫困村脱贫出列、10 个以上贫困县脱贫

摘帽的年度目标奋力前行。

花垣县十八洞村村民笑靥如花。2017年 2月 18日，该村宣布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8月 29日，湘江衡阳市城区段，水面清澈。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河长制”落地生根，“水清河晏”不是梦2017 年，湖南河湖治理迎来历史性变革：有史以来，湖南河湖都

有河长了。明确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 3.5 万余人，实现河长体系

全覆盖。重点解决城镇生活污染、工业污染、畜禽养殖、非法采砂、侵占

河道、黑臭水体等环境突出问题。在全国首个发布省级总河长令。 五级河长累计巡河逾 25.8 万人

次。河长制开局之年亮点频频，三湘大地，“水清河晏”不是梦想。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湖南人民意气风发走进新时代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
开，吹响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前进号
角。

承载着 7300 多万湖湘儿女的愿望和期盼， 党的十九大湖南代表团在北京圆满完
成大会各项任务，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开放自信的新湖南。

历史，开启伟大而崭新的一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湖
南人民意气风发，奋力开启新征程，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10月 24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胜利闭幕。图为
湖南代表团代表满怀信心走出会场。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我们共同的记忆

致敬2017

常益长高铁开工建设，立体交通连通四面八方

12 月 26 日，常益长高铁开工，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开通。湖南高速铁

路网越织越密，长株潭城市群的联系更加快捷。

今年来，高铁、航空、高速、航运等交通新项目建设快马加鞭。常德、益

阳两地首次通行动车，湘西机场开工建设，邵阳武冈机场开通运营，新年

元旦前夕，张桑、益娄、武靖、炎汝等一大波高速公路建成通车……

大道如虹坦途畅，立体交通连四方。湖南，与全球的距离越来越近。

12月 26日，运营总里程为 105公里的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风雨同舟、守望互助
成功抗御历史罕见暴雨洪水

历史，将永远铭记 2017年这个夏天！

面对突如其来的历史罕见暴雨洪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

和国家防总的指挥调度下，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带领 7300 多万

湖南人民，科学决策、攻坚克难、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夺取了抗洪救

灾的决定性胜利，谱写了湖南抗洪救灾史上新的壮丽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