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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沙兆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
推进，湖南打出一系列改革“组合拳”，除顽
瘴、克痼疾、破藩篱，改革之广度、力度、深度
前所未有。

进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今年是改革开
放40周年，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成为最热
的高频词，出现的次数多达68次，引发代表委
员们的热议和期待。

破藩篱，改革啃下“硬骨头”
近4年来，湖南紧跟中央部署，狠抓改革

落实，三湘大地改革风起云涌。
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湖

南实践， 省政协委员曾剑光颇多感慨：“改革
啃下一个又一个‘硬骨头’，打下一场又一场
攻坚战，形成了若干在全国改在先、成效好、
叫得响的品牌。20余项改革走在全国前列，30
余项改革形成湖南特色， 一批改革实现创新
突破。 ”

作为省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 曾剑光对
改革数据熟稔于心：近4年来，省委深改组先
后召开30次会议，审议136个改革事项，全面
完成670多项改革任务。 2017年， 全省部署
111项改革，已顺利完成94项，涌现出一批新
的改革亮点。 监察体制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全
面纵深推进；娄底探索构建村级“微权力+互
联网+监督”风险防控体系，成功入选2017中
国改革年度案例。

改革在各个领域释放了看得见、 摸得着
的发展红利。 正是紧紧依靠深化改革，华菱钢
铁集团走出严重亏损，涅槃重生，成为湖南省
属国企首家年销售收入过千亿的企业， 也成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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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紧紧扭住放管服
改革，市场发展活力不断增强，2013年到2017
年， 全省各类市场主体总量从222.61万户增
长到336.33万户，增长高达51%。

“无改革,不浏阳!” 来自浏阳的省人大代
表吴新伟说，近年来，浏阳聚焦“三大行动”，
探索了一批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的试
点改革经验，打造了一批以“最多跑一次”改
革为引领的承接改革品牌，推出了一批以“路
长制”改革为标杆的自主改革样板。 改革激发
了巨大发展活力， 浏阳主要经济指标增速稳

居全省前列， 县域发展水平挺进全国第一方
阵。 2017年，浏阳市GDP总量达到1378亿元，
增长10.5%。

2014年， 省政协委员舒兴华回到家乡怀
化创业时， 恰逢商事制度改革全面铺开，“原
本以为办证耗时费力， 没想到不到一周就拿
到了营业执照。 ” 舒兴华在怀化打造了当地
第一家冰糖橙生产销售电子商务平台， 帮助
乡亲们脱贫致富， 去年销售额3000多万元。

“我们分享了改革带来的红利。 ”
涉激流、越险滩。 代表委员们说，湖南改

革交出了沉甸甸的中期成绩单， 为创新开放
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值得点赞。

聚难点，新时代改革更需同频共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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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 意味着改革进程
历史阶段的跃升。 40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由浅
入深、由易到难、逐步深化，破解了许多影响
和制约发展的重大难题， 但还有一系列深层
次矛盾和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剩下的都
是难啃的硬骨头。

曾剑光坦言， 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还存
在着一些难点和痛点：改革存在形式化、任务
化倾向；社会利益关系出现固化，利益藩篱难
以打破；改革综合成本较高；改革缺乏整体协
同；改革落实的“最后一公里”难以打通。“改
革越往纵深推进，越要有动真碰硬、真抓实干
的勇气和行动。 ”

曾剑光特别谈道，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
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
前所未有。 各领域改革的融汇不断深化，必须
统筹兼顾、协同推进，而不能各自为政、畸轻
畸重。 只有各方面改革相互促进，发生化学反
应，产生共振效果，才能放大改革的效应。

“改革从来就是攻坚拔寨的难事，县域改
革更是短兵相接的硬仗。 ” 吴新伟说， 近年
来， 浏阳改革呈现出一定的集聚效应和乘数
效应，一条基本经验就是坚持了问题导向、坚
持了民生理念、坚持了系统集成。

如农村土地改革， 浏阳统筹推进了农村
宅基地制度改革、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改革、 农村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等农村土
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 发挥出改革的协同效

应，完成宅基地确权28.75万宗，实现10宗集
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有效盘活了农村“沉
睡”资产，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益。

同样在改革一线摸爬滚打的省政协委员郝
建东认为，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一些改革的边
际效益明显递减，必须真正在深化上做文章。围
绕长期关注的“放管服”改革，郝建东提出建议，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尽快在部分市
州试点成立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局，实现“一颗
印章管审批、 一份清单管边界、 一个部门管市
场、一支队伍管执法、一个平台管信用”，切实解
决政府运行成本高企、审批服务效率低下、部门
重审批轻监管等现实问题。

再发力，期待更多改革大动作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18年要继续深化

关键领域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2018， 我们可以期待更多的改革大动

作。 ” 曾剑光告诉记者，改革将从三个层面推
进， 一是确保中央部署的各项改革在湖南加
快落地生根； 二是持续推进一批四梁八柱性
质的重大改革；三是紧扣湖南发展实际，重点
突破一批当前亟须突破的重要改革。

大力推进国企国资改革， 持续推进国有
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企业整合重组；加快“放
管服”改革，赋予市县政府、园区更多自主权；
加快农村改革， 推进农村土地所有权、 承包
权、经营权三权分置，全面完成农村承包地确
权登记颁证……翻开政府工作报告， 一批与
发展息息相关， 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改革被列
入今年的重点改革范畴。 代表委员们说，通过
精准施策、集中攻坚，改革将给人民群众带来
更多获得感。

一年前， 浏阳建起我省第一家村级农村
改革展示馆。 吴新伟说，用改革的思维解决发
展中的问题成为了浏阳人的一种精神自觉，
下一步， 浏阳将充分发挥重点领域改革的撬
动作用，重点围绕进一步深化“最多跑一次”
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项试点， 实现再
深化、 再突破， 进而全面激发全社会发展活
力、创新活力。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代表委员
们一致表示， 进入新时代， 要推动思想再解
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坚定不移将全
面深化改革进行到底， 在新起点上实现新突
破，为湖南发展提供更大助力。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今年是人大政协换届之年，本届省人大代表、省
政协委员中，出现了不少新面孔，其中85后省人大代
表达到了30余人。 他们当中，有残奥会冠军、奥运会
世锦赛双料冠军，也有青年工作者、回乡创业的海归
青年，还有一线农民工、社区工作者。

“佛系青年”是现在很多90后的自嘲，认为自己看
淡了一切， 怎么都行。 但记者在两会上深入采访后发
现，代表委员中的这一批85后、90后青年并不“佛系”，
而是有担当、有作为。

头戴维吾尔族花帽，身披五彩围巾，身材高挑。1月
25日上午，记者在省政协联组讨论的会场见到省政协
委员翦梅玲时，顿时眼前一亮。 30岁的翦梅玲是常德
市桃源县枫树维吾尔族回族乡副乡长， 在基层工作7
年，情况摸得熟，思考也深入。比如她注意到，当前农村
许多公共设施有重建轻管的现象，存在很大的弊端，就
非常值得关注。翦梅玲说：“农村、农民、农业，会是我今
后五年履职中关注的重点。 ”

同样来自农村的省人大代表、 平江县安定镇横
冲村村民、 湖南湘野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电商经
理杨书林， 是8名90后代表中的一位。 谈起乡村振
兴、创新创业时，这个看似腼腆的“小姑娘”，话匣子
一下打开了。“一个创客回乡创业，需要办理审批手
续，短则几天，多则几十天。 ”杨书林说，希望有关部
门能提供创业一站式服务，节约创业成本，吸引更多
青年回到农村这片广阔天地。在这次省人大会上，杨
书林打算就“发展乡村旅游”和“支持青年返乡创业”
提出有关建议。

1987年出生的省政协委员周永亮长在农村，大
学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 2015年接手长沙经贸
职业中专学校，走上独立办学之路。长期耕耘职业教
育领域，对于职业教育、精准脱贫，周永亮的思考比
同龄人要更为深入。结合自身办学经历，他精心撰写
了《在创新引领战略下， 让职业教育为精准扶贫助
力》的提案，目前已被提案组正式立案。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采访中，3位85后代
表委员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这句话。他们的奋斗、思考
和履职的自觉，为“使命”这个词写下了最好的注解。

彭艺

今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着力振兴
实体经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推
动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预期目标的
“当头炮”。

过去五年，湖南以转型升级为抓手，振兴
实体经济。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加快培
育，7个传统制造业领域实施“＋互联网”行动，
全省规模工业企业过一千家， 汽车年产量过
一百万辆……一串串可喜的数字， 量化着这
五年的成绩。 2017年3.46万亿元地区生产总值
的“高分答卷”，实体经济的“得分”功不可没。

俗话说，流沙上建不起城堡。 世界经济一
再证明，实体经济才是国民经济的基石，才是
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动力澎湃的发展驱动
器。 实体经济做实做优了，才能在激烈的经济
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湖南不靠海、不沿边，在金融、贸易等领域
难以与东部发达省份比肩， 但发展实体经济
有基础、有优势、有潜力。 华菱钢铁坚守主业，
浴火重生；铁建重工持续创新，打破国外多年
的市场垄断； 华曙高科专注3D打印， 精益求
精，笑傲全球……“颜值高、有品质”湘企群英

谱，拱卫着湖南加快制造业中部崛起的基础。
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是壮大实体

经济的必由之路。 抓好五个“100”工程，推
进磁浮装备产业园、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等项目的建设， 继续
实施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 ，
做强做大轨道交通、 工程机械等领先优势
产业，加快发展航空航天、电力装备、生物
医药等比较优势产业， 培育壮大数控机床
和机器人、海工装备、农业机械等潜在优势
产业……政府工作报告描绘出了湖南壮大
实体经济的“路线图”。

化解落后产能，培育新动能，是促进实
体经济健康发展时并肩而行的两条河流 。
必须用深化改革破解难题， 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上想办法，化解过剩产能、淘汰落后
产能、处置僵尸企业；也要解决与虚拟经济
发展不协调的问题， 让各类资源要素向实
体经济回归，着力提高创新能力。

结构改革大浪淘沙， 转型升级风起云
涌。 只要我们在喧嚣中保持足够的定力，安
放一份工匠的灵魂，一手抓传统产业升级，
一手抓新兴产业发展， 就一定能再度迎来
湖南实体经济的辉煌。

� � �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是我省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的主要工作之一。 记者今天从
省经信委了解到，2018年， 省经信委将把制
造强省建设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优先发展工
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全面启动制造强省建设
八大重点工程，重点推进长株潭衡“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

对接“中国制造2025”，我省强力推进
制造强省五年行动计划， 筛选确定了20个
新兴优势产业链重点推进； 完善制造强省
建设的政策支撑体系， 先后出台了一批政
策性文件促进产业发展。2017年，我省规模
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3%，比上年加快0.4
个百分点。

长株潭衡“中国制造2025”城市群试点
示范有序推进，相关市制造业发展喜报频传。
长沙市工程机械产业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锂
离子电池产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 株洲市轨

道交通产业年产值突破千亿大关； 湘潭市以
高端制造装备产业为主攻方向， 海洋工程装
备、高端电力装备产业风生水起；衡阳市打造
先进制造业、循环经济产业2个千亿级产业。

据介绍， 今年全省经信部门将全面启
动八大重点工程， 包括精准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试点示范攻坚工程、工业新型优势产
业链梯度培育工程、 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度
融合工程、产业创新发展工程、军民融合项
目攻坚工程、“三品”工程、“小巨人”培育工
程，奋力开创新时代制造强省建设新局面。

眼下， 长沙市加快建设国家智能制造
中心， 株洲市加快推进功率半导体IGBT、
先进硬质合金材料创新中心建设， 湘潭市
重点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衡阳市积极
打造工业强基工程。 省经信委透露，目前正
在抓紧调度长株潭衡四市申报“中国制造
2025” 国家级示范区并已作出具体工作安
排，力争首批获批创建。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畅销全球的动车组、 性能过硬的自主可
控计算机整机、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1月25日上午，正在长沙出席省政协十
二届一次会议的省政协港澳委员， 来到位
于株洲国家高新区的“中国动力谷”视察，
一路点赞不断。 十一届省政协副主席袁新
华参加视察。

株洲被誉为“中国电力机车之都”，创
造了中国工业史上的230多个“第一”。
2013年以来， 株洲围绕轨道交通、 通用航
空、新能源汽车三大优势动力产业，通过集
群发展、创新驱动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
成为株洲走向世界的一张新名片。

在中车株机公司，一辆辆轻轨、城轨、
磁浮列车正在赶制。“这里像飞机头等舱一
样！ ”走进动车车厢，庄伟茵委员一边感慨，
一边兴致勃勃地欣赏做工细节。“我是第一
次来湖南，亲眼看到湖南的发展水平，感觉

很好。 ”她建议株洲立足自身优势，进一步
打造推广平台，更好地助推株洲的产品“走
出去”。

工业4.0、国产中央处理器芯片，湖南
长城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的自主可控计算
机整机智能制造生产线飞速运转， 吸引了
委员们强烈关注。“我记得这套产品在香港
展出时曾引起了轰动。 ”张佐姣委员回忆。

登上全电驱动的新型胶轮列车， 港澳委
员们亲身体验了智能轨道快运系统。 当得知
列车能以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满载307人在
城市中穿行时，港澳委员们在惊讶的同时，纷
纷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动力谷’的魅力，更是湖南制造
的魅力！ ”边走边看，港澳委员对湖南未来
的发展信心越来越足。 大家纷纷表示，身为
湖南省政协委员，更要学会说“湖南话”，讲
“湖南故事”，聚焦高质量发展，发挥优势作
用，为世界更加懂得湖南、为湖南走向世界
献计出力。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观点】希望湖南率先落实男女厕位比例，
破解倒挂难题，让女性如厕不再尴尬等待。

【背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懈
推进“厕所革命”。 但毋庸讳言，公共场所、学
校、旅游景点、公园、高速服务区、医院、电影
院、车站等公共场合，女性“如厕”排长队的问
题尤为突出，已成为城乡文明建设、人们生活
品质提升的“硬伤”。 2016年，国家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将女性厕位与男性厕位的配备比例
提高到3∶2，人流量较大地区为2∶1，此标准
于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 标准尽管作出了

解决厕位“倒挂”的努力，但我省绝大多数公
共场所并没有落到实处， 女性如厕排长队等
待现象依旧司空见惯。

【建议】按照国家标准配备男女厕位 ，
与项目主体同步规划、 同步设计、 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各职能部门要将其纳入公厕
的达标改造扩建范畴， 作为文明创建的重
要计分项。 要建立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加强督查，通过方方面面的硬措施，倒逼各
级各有关部门坚决将男女厕位配比落实到
位。 同时，根据特殊需要，还应适当设计无
性别厕所、家庭型厕所、无障碍厕所，以方
便特殊群体的如厕需求。

两会观察

两会时评

会外连线

两会同期声

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底
———代表委员热议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

这些85后代表委员
不“佛系”

流沙上建不起城堡
喧嚣中保持住定力

八大重点工程助推制造强省建设
长株潭衡“中国制造2025”城市群试点示范有序推进，

正在申报国家级示范区

“这是‘动力谷’的魅力，
更是湖南制造的魅力”

文方委员：

希望女性如厕不再尴尬等待

� � � � 1 月 24
日 ， 杨红艳
代表 （左二）
在审议政府
工作报告时，
就民生问题
和医疗保障
等提出建议。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1月25日， 委员们在认真讨论大会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热议报告

� � � � 1 月 24
日，叶剑芝代
表（左二）在
分组讨论时
就精准扶贫
问题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