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7日，湖南代表团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审议宪法修正案草案。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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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关键是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
以抓改革为重点推动动力变革， 以优服务为
重点推动效率变革， 以促创新为重点推动质
量变革， 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具
体产业、具体企业、具体项目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
阶段。高质量发展，说到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
发展，是更加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规
律的发展。高质量，关键是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
心，以抓改革为重点推动动力变革，以优服务为
重点推动效率变革，以促创新为重点推动质量

变革。这也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本路径。
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在实体，支撑在产业。

我们提出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今年集中
精力开展“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就是要持
续释放“产业兴则湖南兴、产业强则湖南强 ”
的导向， 切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求落实到具
体产业、具体企业、具体项目上。

湖南是传统制造大省。近年来，我们重点培
育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务实推进“中国制
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积极争创“中国制
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在工程机械、轨道交通、
电子信息等多个行业形成了产业优势， 新能源
及电动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发展方兴

未艾。 湖南将进一步顺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趋势，抓住智能制造这个主攻方向，大力促进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
动我省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
色化方向延伸拓展，加快建设制造强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高质量发展靠喊口号
喊不出来、靠铺摊子铺不出来，最终要靠踏踏实
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我们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用
心用脑、精准精细，坚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艰苦奋斗再创业，踏石
留印抓落实， 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中实
现高质量发展。（原载《人民日报》3月7日13版）

彭艺

“个税起征点要上调了！”这几天，提高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是人们聊得最多、 热度
最高的话题之一。 借助与自身利益的切入
口， 普通百姓读懂了从人民大会堂传递出
来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浓浓情怀。

这些年来，在成功抵御了各种因素叠
加带来的不利影响后 ， 我国经济赢得了
稳步健康发展 ，国家综合实力明显增强 ，
人民收入水平也 “水涨船高”， 人年均可
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多年跑赢了GDP增长
速度 ， 我国业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中等收入群体 。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 让每一位奋斗的劳动者享受
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 ， 既是时代发展的
必然 ，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体现 。
正如有网友留言的那样 ， 上调个税起征
点，顺民心、应民意。

更让人惊喜的是，报告中谈到在提高
个税起征点的同时 ， 还做出了将子女教
育 、 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的制度安
排 ，鼓励人民群众通过劳动增加收入 、走
向富裕 。可以预见 ，调整之后的个税征收
政策 ，将进一步彰显社会公平 ，缩小贫富
差距 ， 给广大群众带来稳稳的获得感与
幸福感。

适时调整个税起征点， 是让利于民的
最好体现。 普通工薪阶层纳税少了，“钱袋
子”更鼓了，好学者可以用这笔余钱参加培
训，提升专业技能；有志者可以积攒更多资
金追逐梦想，实现人生价值；更多人可以不
再局促于眼前的“苟且”，去畅想以往想都
不敢想的“诗和远方”。

提高个税起征点， 受惠最大的正是城
市里最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层。 这部分人
消费意愿的提升， 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将发挥出巨大的市场带动作用。在
“只有奋斗的人生才称得上幸福的人生”成
为全民共识的时代背景下， 提高个税起征
点，既能减轻民众税负，裨益内需型社会建
设，更是对“通过奋斗实现人生出彩”的社
会主流价值的助力。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
为本 ”。其实 ，政府工作报告送上 “民生礼
包”，远不止调整个税起征点这一项。从降
低移动流量资费、降低过路过桥费用、降低
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到提高基本医保
和大病保险保障水平、 启动新的三年棚改
攻坚计划、切实降低农村学生辍学率、着力
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 鼓励有条
件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总之，人民群众
的烦心事、操心事，都成了党和政府心心念
念的大事。 （湖南日报北京3月7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新语】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全面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 ，推进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达标 ，
弘扬工匠精神 ， 来一场中国制造的品质
革命。

【参事说】
“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制造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由量变到质变，由质变到制造强
国的升华，制造业的春天来临了！”3月7日，
接受记者采访的省政府参事、 湖南师范大
学教授朱翔倍感兴奋地说。

改革开放40年，我国制造业体量取得
长足发展，但存在能耗比较高，产业附加值
比较低等诸多问题，形成“大而不强”局面。
朱翔说，产品知名度不高、品质不佳一直是
国产品牌的软肋。甚至连马桶盖、圆珠笔、
菜刀等日常生活必需品都显得有些“技不
如人”。

中国制造路在何方？“必须加强创新
引领和提升产品品质， 这也是中国制造
品质革命的必走之路。”朱翔一针见血地
说。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 制造企业作为市场创新
的主体，也是中国制造品质革命的主体。市
场规律证明，只有自己培养人才,自主创新,
拥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 才能在全球市
场中把握主动权。近年来，我国以华为、三
一重工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制造企业， 正是
依靠自主创新， 才成为令人骄傲的中国品
牌。

“创新决定了我们能飞多高，而品质决
定了我们能走多远。 中国制造最核心的就
是品质， 只有用品质革命才能锁住消费者
的心，让中国品牌屹立在世界之林。”朱翔

表示，坚持以品质效益为中心，以促创新为
重点推动质量变革， 这也是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系的基本路径。

朱翔认为， 推进品质革命， 离不开
培育和弘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
全社会形成尊重高技能人才的浓厚氛
围，将产品做精做细做到极致，做出令人
信服的高品质、高品位。同时应当把着力
点放在追求市场消费潮流上， 企业管理
者在经营自己的产品时， 必须以国际一
流的工艺、标准、手段来管理企业生产全
过程， 推进国内产品与国际标准的对标
达标， 让品质革命成为中国产品提档升
级的新动力。

“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创建中国制造
2025示范区”“推动集成电路、 新能源汽
车、新材料等产业发展”……朱翔说，政府
工作报告对制造强国的描绘， 正是湖南制
造业发展的方向。湖南是传统制造大省，近
年来，我们重点培育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务实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群建设，积极争创“中国制造2025”国
家级示范区， 在全社会形成了制造业创新
发展的肥沃土壤。

朱翔建议，湖南应结合发展实际，突出
“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
化、人才为本”的思路，重点推动新一代信
息技术、智能装备、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
新材料、新医药、航空航天等领域的发展，
创建智造强省。同时弘扬工匠精神，狠抓质
量提升，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创建中国
智能制造示范引领区。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
造业， 不仅仅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更会对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 顺利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起到重要的牵
引作用。 这场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必将会
成功！”朱翔信心满满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湖南代表团以全团名
义提出了“支持湖南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建议。

全团建议是如何产生的？ 近年来湖南代
表团都提了哪些全团建议？ 对湖南发展起到
了哪些推动作用？ 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全国
人大代表及代表团工作人员。

记者从湖南代表团议案建议组了解到，
一般来说，全国两会召开前两三个月，省人大
常委会就开始向省政府征求意见，挑选“重量
级”内容，作为全团建议选题。在两会期间，代
表团也可以从代表提交的建议中， 选择呼声
较高的建议作为全团建议。

3月3日下午， 在湖南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
议上，代表们对“支持湖南建设创新型省份”的
建议内容进行讨论， 一致同意作为全团建议提
交。3月6日上午，建议已经提交给大会秘书处。

这几天，“创新” 成为湖南代表团讨论的关

键词之一。全国人大代表，省经信委党组书记、主
任曹慧泉说，湖南具备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基础。
全团建议是立足湖南实际， 也是着眼于未来高
质量发展要求提出的前瞻性建议，非常有价值。

18年前从零起步， 成长为拥有专利超过
2000项的创新型科技企业。全国人大代表，湖
南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兼总裁唐岳，对“创新”的重要性深有体会。
他认为，无论是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省，要实
现高质量发展，都必须依赖创新。

梳理近年来湖南代表团全团建议， 可以
发现， 涉及的都是关系到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的重大问题。 比如2015年提出了将湖南
纳入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范围的建议，
2016年提出了将湖南作为加快实施“中国制
造2025”试点省的建议，2017年提出了设立中
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支持湖南贫困老
区执行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建议，都很有分量。

其中，实施“中国制造2025”试点建议提

出后，就在当年落地有声，长株潭衡4个城市
获批纳入“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

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从偏僻小县城
衡东起步，走向国际市场，也正是得益于创新
二字。全国人大代表，湖南机油泵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工程师许仲秋告诉记
者，衡阳纳入“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
群，省市都出台了一系列创新激励政策，企业
方向更明、干劲更足了。

采访中，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工衡阳变
压器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种衍民认为，
每年的全团建议都是省委、 省政府把准脉的
结果， 对于未来几年拉动本省经济发展起到
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从制造强省到创新型省份，代表们认为，
这些年来， 湖南代表团全团建议上接国家方
针政策的天线，下接湖南发展实际的地气，提
得准，有回应，推得动，值得点赞。

（湖南日报北京3月7日电）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刘跃兵 张福芳 王茜

在3月5日开幕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大力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科学制定规划，健全城乡融合
发展体制机制，依靠改革创新壮大乡村发展新
动能。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深化农
村改革。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

乡村振兴，你我同行。长沙、益阳、娄底、
永州等地基层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乡村振兴
战略让大家信心倍增， 唯有“撸起袖子加油
干”， 积极投身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实践，为
中国增色。

益阳
加快建成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对农业大市益阳犹如及时雨。”益阳
市农委主任何伟良说，作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
区和全省唯一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的益阳，初
步形成了安化黑茶、桃江笋竹、赫山大米、资阳
槟榔、沅江芦笋、南县小龙虾、大通湖区大闸蟹
等各有所长、差异互补的县域特色产业。

如何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益阳提出大力
推进“131千亿级产业”工程(1是指“一强”，即
大力发展安化黑茶特色产业；3是指“三优”，
突出发展优质水产业、优质粮食产业、优质蔬
菜产业；1指“一特”，以益阳老字号、休闲食品
为重点发展特色食品加工业)， 打造两百亿级
以上茶产业、两百亿级以上虾稻产业、两百亿
级以上水产业、百亿级以上蔬菜产业、百亿级
以上休闲食品产业， 加快建成全国优质特色
农产品供应基地。

永州
“工厂农业”好红火

3月7日， 位于永州市祁阳县观音滩镇的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流水叮咚，春花绽放。一
排排整齐的大棚里， 一层一层种植的瓜果和
蔬菜青翠欲滴。游客李翰林感慨：“原来，瓜果
蔬菜也可以工业化生产。”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
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这为我们指明了发
展方向。”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负责人许松柏
说，祁阳县集中流转土地，完善水、电、路、讯等基
础设施，建成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做到让投资
商“拎包入驻”。当地农民能从一块地中获得“四
金”，即：土地流转有“租金”，务工赚“薪金”，股份
合作有“股金”，种植蔬菜得“现金”。观音滩镇观
音滩村村民林进夫妻俩去年收入“四金”5万多
元，他说：“比自己种田划得来，还没有风险。”

娄底
乡村振兴我先行

听了政府工作报告， 娄底市基层干部群
众表示：乡村振兴是党和国家的大战略，必须
真刀真枪地干，喊口号是喊不出来的。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农村各项事业
全面发展，其中新建改建农村公路20万公里。”
双峰县农村公路管理局局长孙立新说，既要抓
紧补齐乡村交通短板，也要完善乡村交通治理
体系，管养到位，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基础设施
支撑。双峰县目前有3008公里农村公路，基本
实现了管养全覆盖。下一步，要让农村公路与生
态旅游充分融合，积极开展旅游公路示范工程
建设，实现农村公路“畅、洁、绿、美、安”。

涟源市诚馨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燕
飞则表示：“乡村振兴离不开政策扶持和能人
带动。农村不缺资源，更不缺土地，关键是缺
懂经营、能干又会干的人才。”作为返乡创业
者， 黄燕飞2012年下半年回到老家涟源市白
马镇兴隆村种植百合，当时就流转了400亩土
地， 第二年每亩百合的经济效益就达1万多
元。后来，在当地政府支持下，他又发起成立
了涟源市诚馨种植专业合作社，带领周边8个
村的群众种植百合。

浏阳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添活力

“新居落成千般喜，全家和睦万事兴。”3
月7日，在浏阳市小河乡皇碑村山防组村民万
昭松的新居， 记者看到这样一副对联。 去年
底， 万昭松一家将自家在大山里的宅基地置
换为现在的宅基地，从而搬进新居。

万昭松一家，得益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浏阳市自2015年起开展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工作，2016年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三
项试点工作（宅基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改革、土地征收制度改革）。

在浏阳市永安镇西湖潭村， 一个现代化的
家具制造产业集中区正在崛起。 乘着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东风，西湖潭村和5个村
民小组统一委托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立合作社
作为入市主体， 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作价入
股该项目，3000余名村民每年可获得土地股份
分红收益。 村支书胡桂林高兴地说：“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分置改革。这让我们吃了‘定心丸’，也给家具制
造产业集中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

聚力高质量发展新目标
全国人大代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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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三·八”
妇女节来临前一天，
湖南代表团的女代表
身着盛装， 相约在驻
地集体合影， 为女性
喝彩， 为伟大时代点
赞。 湖南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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