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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更高举起改革大旗， 习近平总书记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运而生，一场新时代
的思想大解放席卷神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由此步入崭新境界、结出丰硕果实。

新时代催生新思想———高举
改革大旗，破解时代课题，习近平
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应
运而生

隆冬时节，“特区中的特区”广东深圳前
海一派勃勃生机———

80多个工地同步在建，一座新城拔地而
起，16万多家注册企业、6万多家开业企业推
动其经济总量跃上千亿级台阶……

仿佛一个巧合。1979年， 开山填海的炮
声震醒了沉睡的深圳蛇口，打响改革开放“开
山炮”。

30多年后，一片泥泞滩涂上崛起的新一
轮改革开放“桥头堡”———深圳前海，与蛇口
仅仅一山之隔。

不变的山岭，见证巨变的时代。从“深圳
速度”到“前海气魄”，同样的是敢为天下先的
改革精神，不同的是时代变革背景下的改革
使命与方向。

2012年12月，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首赴
地方考察，第一站来到前海。

面对这片处女地，习近平总书记作出“我
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判断，呼
吁全党上下“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做
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清醒的判断、坚定的态度、果敢的抉择，
无不基于对时代脉搏的准确把握。

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迅速成长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
生活极大改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生机
与活力。

然而， 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
时少， 改革进程中解决了矛盾也积累了新的
矛盾。

就在总书记广东之行后不久， 广州市一
位政协委员将一张建设工程项目行政审批

“万里长征图”公之于众：在广州投资一个项
目， 要经过20个委办局，100个审批环节，盖
108个章，最快也要700多个审批工作日！

从历史的天空俯瞰当时的中国，“白发社
会”已经到来，增长方式简单粗放、城乡区域
发展失衡、实体经济乏力、地方债务高企……
酝酿着系统性风险。

将镜头拉近一些，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公平正义的需要与日俱增， 而既得利益集团
固守藩篱，使人才上升碰到“天花板”，创新创
业遭遇“玻璃门”，社会活力不足。

经过近40年大变革大发展，中国已经走
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

速度与质量的权衡、活力与有序的把握、
中央和地方的博弈， 两难甚至多难情况考验
着党的执政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与此同时，
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固化板结，曾经的
改革推动者成为深化改革的反对者……

中国的伟大变革， 总是在直面问题中展
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针对“往哪儿改”的困惑，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
习，强调“在方向问题上，我们头脑必须十分

清醒， 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
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回答“要不要改”的疑虑，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天津滨海新区，强调“保持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良好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下大气力解决体制
机制弊端”；

破解“怎么改”的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
湖北武汉冒雨考察工作， 在全面系统总结中
国过去30多年改革开放经验的基础上，认识
和把握改革规律， 首次提出正确处理改革的
“五大关系”问题；

……
在广泛调研中加深认识， 在冷静观察中

科学研判，在深入思考中谋篇布局。广东之行
后不到一年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以
不同方式深刻回答了事关改革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 逐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改革
思想。

这是一位大国领袖的远见卓识， 更是关
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抉择。

为系统梳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思想，
并将其上升为全党意志，2013年4月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 以一次中央全会专题
讨论全面深化改革问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旋即成
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组长。通过半年多的征
求意见、专题讨论、调查研究和反复修改，《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草案）》正式形成，并在党的全会上获得全
票通过。

决定阐明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和
未来走向，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
目标任务、重大原则，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

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被认为是习近平总
书记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集大成者。

改革大旗高高举起，时代大潮势不可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习近平总书记

亲自担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既挂帅又出征，对改革整体布局、重大问题、
关键环节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在实践中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改革认识论和方法论，逐
步形成并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革
重要思想。

这是内涵丰富、思想深邃、系统完善的科
学理论体系：

———明确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
革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 提出改革开放是
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也是决定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坚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
路， 提出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
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确立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价
值取向， 提出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改
革出发点和落脚点；

———谋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路径和
有效方法，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为丰富、全
面、系统的改革方法论；

———厘清了改革发展稳定等重大关系，把
抓改革落实同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
新发展理念结合起来，同抓经济发展、社会稳
定、民生改善、党的建设等工作结合起来，用改
革带动和推动各项工作。 荩荩（下转2版）

谱写新时代改革新篇章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启示录

平江县扶贫
有地图

人民日报记者 侯琳良

一场大雪过去了半个月， 高山上仍是
白雪皑皑。 湖南平江县扶贫办主任叶剑芝
心里惦记着汤塅村住在庙里的老人年怎么
过，执意再去探望。

84岁的方庙春和老伴， 老旧住房在去
年夏天大雨中垮塌，从此寄居一座寺庙。这
成了叶剑芝的一块心病， 他特意在自己的

“扶贫地图”上标注出来。
“扶贫地图”，是叶剑芝办公桌对面墙

上挂着的一幅全县136个贫困村地图，上面
密密麻麻地标注了每个村脱贫面临的主要
难题。在每个村的位置，黑笔标明了困难内
容，红笔标出了解决时限。

看到叶剑芝，方庙春惊喜地张罗泡茶。
“别忙啦，坐下来商量你住房的事。”叶剑芝
说。

“习惯了这儿，有地自己种点菜吃，搬
到另外一个地方，啥都没有。”方庙春和老
伴，迟迟不肯易地搬迁。

“附近找块地基，给你建房，按政策给
予补助，行吗？”

“老方看中了一块地基，但是组里人不
同意。”村支书插话。

一来二去， 叶剑芝找到了症结所在。
“就这么定了，分头行事，春节后就动工。”
最终， 叶剑芝和村支书商量， 尊重老人想
法，但也按政策来，努力做通其他群众腾出
地基的思想工作。

“汤塅，终于快要画个红钩了。”返程路
上，他长吁一口气。在“扶贫地图”上，每解
决一个问题，叶剑芝就用红笔画个钩。18年
来，他跑遍了全县773个行政村，近万个村
民小组，这期间，32.18万人成功脱贫。

（原载《人民日报》 2018年2月21日1版）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记者 孟姣燕）狗
年新春到，旅游旺旺旺。今年春节假期，全省
天气总体晴好，适合出游。春节假日7天，我
省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收入双双增长。

据统计，春节假日期间，我省纳入监测
的123家景区，共接待游客1054.90万人次，
同比增长11.12%； 实现旅游收入8.05亿元，
同比增长19.28%。全省共接待游客2720.99
万人次，同比增长20.06%；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76.52亿元，同比增长27.59%。

乡村游、休闲游、温泉康养游、红色旅游
成为我省旅游市场的热点，家庭式、亲朋结
伴式短线游和自驾旅游为主要出游方式。休
闲农庄、农场推出的亲子游、采摘、赏花、乡
村体验等活动，成为部分家庭出游的重要选
择。研学旅游、旅游民宿等新业态日渐成为

游客新宠。衡阳工业博物馆等工业旅游景点
颇受市民欢迎。东江湖的“那一年”等一批独
具特色的高端民宿春节前预订率就超过
95%，一房难求。

传统景区和新景区旅游产品供给并驾
齐驱。武陵源、凤凰古城、崀山、桃花源等重
点景区提质升级成效明显， 知名度和美誉
度进一步提升；南岳特色“年味”声名远播，
来自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及省内游客纷
至沓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康。以岳阳
洋沙湖、 自在平江等为代表的新兴景区备
受热捧。

春节假日期间， 全省共有9个景区单日
超景区日最大承载量，省旅发委均在第一时
间调度各地及时调控。 旅游市场运行平稳，
未发生旅游安全事故。 （相关报道见3版）

湖南日报记者 周云武

民宿， 即农民把自己的住房拿出来经
营，提供给游客租住。

在长沙县开慧镇，民宿，就是当地人的
“福地”，也是城里人的“福地”。而且，“福地”
已形成规模，仅锡福村，就有120多间民宿。

“开始的时候，我们都很担心。”2月20
日，锡福村已退休的老支书王茂存指着他家
的民宿房间告诉记者。

房间很亮爽，洁白的床上用品，一尘不
染的地板，各种设施齐全，跟城里星级宾馆

没有什么差别。
“你们担心什么呢？”记者随口问。
“担心没人来住，担心农民不参与，担心

服务跟不上，担心环境卫生搞不好。”老支书
说了一连串的担心。

“现在呢？”“现在好啊！完全是我没想到
的。”“怎么讲？”

“没想到来住的人越来越多，没想到服务
越来越好，没想到环境越来越美，没想到给农
民带来的收入越来越高，没想到牵引带动力这
么强， 成了我们这里新农村建设的转折点，成
了农村工作的一个牛鼻子。”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春节旅游“旺旺旺”
123家景区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

湖南日报2月21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
者 龙文泱）今天是大年初六，春节“黄金周”的
最后一天，溆浦县穿岩山森林公园仍然游人如
织。 下午5时30分，1236台旅游车停满了景区
的停车场、农家房屋前后坪，酒店、民宿爆满。

今年春节，雪峰山旅游公司围绕“甜甜
的年味”主题，精心安排组织了各种富有地
方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 从正月初一开始，
花瑶拜大年、舞龙舞狮、花灯阳戏、三棒鼓、
送春牛等传统民俗年味节目陆续登场，腊味
年宴、白丝糍粑、糖籼炒米、甜酒茶菜等当地
美食端上了游客的饭桌。省内外的游客纷至

沓来，住云端瑶寨、泡高山温泉、吃特色年
宴、赏民俗年味，乐不思归。大年初二，广州
天河27岁的孙晨帆带着新婚妻子住进了枫
香瑶寨，玩了5天还不想回家。他说，这里风
景迷人、美食可口，日日有民俗表演，夜夜有
篝火晚会，他过了最难忘的一个春节。

据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雪峰山各
景区共接待游客25万人次。据该公司实控人
陈黎明介绍，活动将持续到元宵节，还有辰
河高腔、丝路蚕灯、板凳龙、花瑶挑花等一批
非遗表演节目上演。元宵节当晚，热闹的百
龙灯会将在龙潭古镇阳雀坡举行。

雪峰山“年味游”迎客25万人次

别有“福地”洞天
———开慧镇旅游缘何火爆(续)

铁路迎来
返程高峰

春节假期收尾，
铁路迎来返程客流
高峰，长沙南站大批
旅客携带着行李乘
坐高铁出行。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龚晟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记者看到，宽1.5米许的弧型管片，每6
片安装成一个跨隧道圆弧， 管片之间用巨
大的螺帽紧固。 以往看到的混凝土现浇工
程，表面都是毛刺刺的，而记者用手摸了摸
地铁隧道表面，相当平整光滑。”这是2月2
日湖南日报刊发的《“钻地龙”与“土行孙”》
中， 记者在长沙地铁4号线2标段40米深工
地的见闻。

在今年春节前后30天时间里， 湖南日
报社由总编辑带头， 百名记者深入基层采
访报道，推出“新春走基层”大型系列报道。
大家下厂矿、去工地、进乡村，讲述湖南人
民在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春天的故事。《钢
铁“凤凰”展翅飞》《“为了万家团聚，我们在
火线过年”》《愿好景常在，水长清》等众多
鲜活接地气的报道刊出后，产生广泛影响。

传播主流声音， 唱响主流舆论。 两年
来，湖南日报社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
19”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不断提高新闻舆
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舆论引导， 发挥 “定音鼓”
“风向标”作用

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湖南日
报以“牢记嘱托 奋进潇湘”为总题，连续在
一版头条刊发《“一带一部”：明确定位图奋
起》《创新引领： 风生水起新湖南》《精准扶
贫：风起十八洞，攻坚在湖南》《三个着力：
开拓发展新境界》《全面从严治党：书写“赶
考”新答卷》等5篇重磅稿件，系统回顾党的
十八大以来三湘儿女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的重要指示为引领，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奋斗历程，引发强烈反响。在日常
报道中，湖南日报坚持政治家办报，向人民
日报看齐，与人民日报对版，将传播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
第一职责、第一使命。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以奋斗者的姿
态走进新时代》《聆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铿锵足音》……十九大期间，湖南日报大胆
出击，在全国各省级党报中推出了“评论员
观察”和“十九大时评”的双系列评论，及时
阐释、 宣传十九大精神。 这些评论立意高
远，笔调清新，借助人民日报党报评论融合
平台实现第二次传播， 取得了良好的传播
效果。

2017年， 湖南日报社各媒体进一步强
化舆论引导工作，频频举旗帜、定方向，在
舆论场上发挥了“定音鼓”“风向标”的作
用。 荩荩（下转3版①）

让党的声音响彻三湘四水
———湖南日报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19”讲话精神纪实

春节消费“品质升级”

走基层 ■三湘四水正当“年”·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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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基地三权分置为乡村振兴再添一把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