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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党报“朋友圈”

俯瞰深圳科技园片区。（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 � � � 2017年9月15日，俯瞰永（顺）吉（首）高速公路石家寨互通。当天，永吉高速公路古丈
至吉首段建成通车。至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实现了县县通高速。（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江钻 摄影报道

2017年9月11日，航拍湘江新区梅溪湖片
区，梅溪湖周边高楼林立。（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2月12日，安徽凤阳小岗村。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

首席执行官 马化腾

� � � � 访谈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成就，回

顾历史，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时期，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解决超过
7亿人口的脱贫。”全国两会期间，马化腾两
度接受媒体采访，讲述自己对改革开放40周
年的感受。

“腾讯公司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是深
圳经济特区成长发展的受益者。” 马化腾
1984年来到深圳经济特区， 在深圳学习、工
作、生活了30多年，是深圳经济特区成长发
展的亲历者。 他回顾腾讯的发展历程说，腾
讯在20年前成立， 从5个人的一个小企业发
展到现在4万多名员工、市值突破5000亿美
元、全球最大的五家互联网企业之一。而深
圳也从改革开放前的小渔村，成长为现在的
现代化大都市， 去年GDP总量突破了2.2万
亿元，可以与香港媲美。

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广东代表团
审议。 马化腾向习近平总书记面对面汇报了
过去5年多中国互联网经济“全面开花”和腾
讯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情况。 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 马化腾说，“习近平总书记作了很多重要
指示，内容丰富、信息量很大，我记了6页纸！”

“以前， 中国的互联网创新都是向硅谷
看齐，从这几年开始，出现了硅谷学习我们
的现象。”马化腾说，过去5年也是全球互联
网与科技行业发展的黄金期，中国抓住了机
遇，实现了快速发展，直追美国，成为全球第
二大互联网与科技的创新中心。全球市值排
名前十的互联网企业都集中在中美两国，中
国占了四席。过去5年，除了腾讯、阿里和百
度，全球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独角兽”公司

（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创业公司）
来自中国。

“我从心底期望这个长期稳定发展的势
头不要停！”马化腾说，这些年，中国互联网
行业， 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弯道超车，根
本原因就在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引
领中国这艘大船平稳航行， 为经济增长、人
民生活和产业发展营造了非常好的环境。

马化腾表示， 腾讯公司要秉承改革创新
精神，推动互联网技术和实体经济更好融合，
助力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打造良好的创新生
态体系，集聚更多力量，让这一生态体系在推
进国家重大战略进程中更好发挥作用。

马化腾同时建议，希望中央正在规划的
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成为媲美美国硅谷的科
技湾区，建议中央号召央企、国企在大湾区
设立国际总部，出台支持政策，吸引国外大
企业在大湾区设立区域总部， 让大湾区在
“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期待腾
讯和深圳创新发展的经验能够为雄安新区
的建设作出贡献。

马化腾表示，未来几年是我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也是新科技革命不断深
化的时期，希望更多发挥企业家的改革创新
精神，通过互联网和科技来提高生产力和生
产效率， 推动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
的贡献。

� � � � 弹指一挥间，改革开放40年。
40年间， 通过改革开放关键

一招， 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
济体，实现了从“赶上时代”到“引
领时代”的伟大跨越。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想要
再解放，改革要再深化，开放要再
扩大。” 政府工作报告97次提及
“改革”，宣示了改革不停步、再出
发的决心，也坚定告诉人们，将改
革进行到底， 就是对改革开放40
周年最好的纪念。

今天的我们， 要以怎样的姿
态续写改革开放的传奇？ 全国两
会期间，湖南日报携手兄弟党报，
邀请3位全国人大代表展开观点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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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撰稿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见习记者 刘笑雪
安徽日报记者 汪国梁

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 湖南娄底市委副书记、

市长 杨懿文

� � � � 访谈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年轻

的杨懿文与同事们奔走相告。第一次穿西装
打领带，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有了品牌
的概念，第一次做起“汽车产业梦”……杨懿
文的改革记忆与时代大潮叠加，映照出改革
开放40年的波澜壮阔。

“40年改革开放， 最大的收获是思想上
的大变革，从固步自封走向开放包容，用国
际视野和改革精神来推进各项工作。” 杨懿
文说，40年来，湖南人发扬“敢为人先”的精
神，不断求新求变，从“兴工强农”到“三化”，
从“一化三基”到“四化两型”，再到全面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湖南从传统的农业
大省一步步向中部经济强省迈进，经济总量
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前十。2017年， 湖南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3.46万亿元，增长8%，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

“作为湖南最年轻的地级市， 娄底与全
省改革发展同奋进共成长， 在竞相发展、你
争我赶的发展大势中，彰显了娄底力量。”杨
懿文谈道，娄底是传统资源型城市，面临巨
大的转型升级压力。近年来，娄底坚定不移
深化改革，痛下决心淘汰落后产能，全力抓
好“三去一降一补”，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
步伐。全市煤炭产能从1710万吨压缩到650
万吨，今年至少还要关闭煤矿20处。

杨懿文讲述艰难转型中的改革故事：冷
水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全员持股的深
度改革，激化了企业活力，挺过了钢铁行业
的严冬； 华菱涟源钢铁有限公司爬坡过坎，
依靠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竞争能力、延长产业
链条，在困境中重新站起、扭亏为盈，通过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改革， 实现了轻装上
阵。

正是紧紧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娄底加速
转型，稳步“上楼”，交出了优异的“娄底答

卷”。2017年，娄底市4项主要经

济指标增速居全省第一；全市减少贫困人口
9.98万人，156个贫困村实现脱贫摘帽；成功
跻身全国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并全面启动
国家级高新区创建。2017年9月， 湖南召开5
年来规格最高的产业观摩和推进会，观摩首
站就放到了娄底。

杨懿文还特别谈到“娄商力量”。改革开
放催生了一大批优秀企业家， 而在娄底，以
涟源商人为主体，一批批娄商从最早的走村
串户做小生意到闯出市外、 省外和国外，成
为一支正在崛起的颇具实力的商业力量，涌
现出余彭年、 梁稳根等一批知名企业家。据
不完全统计， 娄商在国内外涉足行业70多
个，亿万富翁200余人，拥有资产超2000亿
元。“过去40年的实践证明，企业家是改革创
新的重要力量；未来，也将是推动娄底乃至
湖南发展的宝贵财富。”

“今天，当我们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这
一新的历史起点上， 已毋需重复要不要改
革、要不要长期坚持改革的问题，改革开放
永远在路上已经成为广泛共识。” 杨懿文
说，娄底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靠改革来支撑
动力转换，靠改革来焕发新的生机。我们要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指引下，紧扣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一步解
放思想、打破桎梏、突破深水区，深入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 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三大攻坚
战”，以更大的改革气魄和举措实现加速转
型、奋力赶超。

杨懿文代表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马化腾代表
新华社发

以更大的改革气魄推进高质量发展

大改革大发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

许继伟代表
安徽日报记者 徐国康 摄

嘉宾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省滁州市委副书

记、市长 许继伟

� � � � 访谈
中国改革自农村始， 农村改革自小岗

始。40年前，安徽小岗村18户村民立下生死
状，按下红手印，签订“大包干”契约。敢闯、
敢试、敢为天下先，让小岗村在40年的改革
历程中，不断闯出新天地。许继伟亲眼见证
了小岗村近年来的改革发展， 谈及印象最
深刻的小岗故事， 还是2016年4月底习近平
总书记亲临小岗村视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小岗主持召开农村
改革座谈会并作出重要指示， 这让我们倍
感荣耀、备受鼓舞。”许继伟说，滁州市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抓小岗促全市”，农村
改革的故事续写新篇章，农业生产、农民生
活、农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小岗全村1.36
万亩承包地完成确权登记颁证， 集体资产
股改稳步推进，从“户户包地”变为“人人持
股”，生态农业、农产品深加工和乡村旅游
等均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不只是小岗。“改革创新、 敢为人先的
‘大包干’精神，激励着全市干部群众变中
求新、变中求进、变中突破，改革开放取得
重大进展。”许继伟介绍，目前，滁州市已形
成先进装备、智能家电、绿色食品、新能源
等六大支柱产业，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居安
徽省前列、总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小岗和滁州的实践证明，大改革大发
展，小改革小发展，不改革难发展。”回顾滁
州这些年来的改革发展，许继伟感到，经验
主要有五条：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改革创
新，坚持发展不动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维护稳定大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轮农村改革亮点
纷呈。“滁州重点围绕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
置等改革， 先后承担11项国家级、13项省级
改革试点任务。”许继伟介绍，滁州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的“天长模式”、小水利管护体
制机制改革的“定远模式”、农村垃圾治理机
制改革的“来安模式”等一批改革形成全国品
牌；率先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

颁证试点和国有林场改革任务，率先开展政
府购买农业公益性服务机制创新，率先启动
农村“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改革省级试点，一批改革走
在全省前列；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承
包地经营权抵押贷款、 农村股份合作
等一批改革正加快推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作为
农村改革的发源地，滁州将如何发
力，在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中取得新
突破？

“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
念，就是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思想再
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的重
要指示精神，改革不停步，整装再出发，在
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突破、 展现新作
为。”许继伟介绍，滁州市将在五个方面发
力：一是抓“三项改革”，聚焦农村土地制度
改革、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三变”改革等
关键环节，深化集体股份合作改革，不断培
育发展新动能。二是抓“三产融合”，优先发
展绿色优质特色农业， 做强农产品深加工
业，做大电商和旅游业，拓展“互联网+农
业”，构建产业新体系。三是抓“三大革命”，
大力整治农村厕所、垃圾、污水，争创国家、
省级田园综合体，建设美丽新家园。四是抓
“三个结合”， 积极探索依法治村与经济发
展、 与解决村民合理诉求、 与民主管理结
合，实现治理新提升。五是抓“三农”队伍，
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 培育壮大一支懂农
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干部队伍。

（湖南日报北京3月1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