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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前， 湘南大地风云激荡，朱
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
中共湘南特委共同发动了湘南起义。
这次起义以1928年1月12日智取宜章
县城为标志揭开序幕， 至同年4月撤
离湘南，向井冈山转移，与毛泽东同
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历
时3个多月。 革命风暴席卷湘粤两省
20多个县，发动群众百万之众，先后
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
桂阳、桂东、安仁等8个县苏维埃政府
和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开展了轰
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湘南起义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
国共产党继南昌起义、 秋收起义、广
州起义之后领导的又一次十分重要
的武装起义，时间长、规模大、参与人
数多、影响特别深远，在中国革命史
和建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沉
重打击了湘南地区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 动摇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
它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培养
和锻炼了一大批干部， 先后走出了3
位开国元帅和21位开国将军以及一
大批革命骨干；它实现了武装斗争与
农民运动、政权建设相结合，在建党、
建军、建政等各个方面进行了丰富的
实践， 为我们党走上以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作
出了可贵的贡献。 正如萧克将军所
说：“历史已经证明， 有了湘南起义，
才有井冈山会师，才有巩固的井冈山
根据地，甚至可以说，才有光辉的井
冈山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无数革命
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为我

们创造美好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他
们留下的优良传统是永远激励我们
前进的宝贵财富， 任何时候都不能
丢。”行程万里，不忘初心。90年来，我
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进行伟
大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近代以
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
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
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90年来， 一代又一代郴州
儿女在湘南起义精神的激励和感召
下，团结拼搏、开拓奋进，齐心协力创
造美好生活，让这片浸染着革命烈士
鲜血的红色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今天，我们纪念湘南起义90周
年，追忆这段光辉历史，缅怀革命先
辈的丰功伟绩，就是要继续传承和弘
扬湘南起义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指引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奋进新时代，建设
新郴州，把革命先辈开创的伟大事业

不断推向前进。
弘扬湘南起义精神， 奋进新时

代，建设新郴州，就是要始终高举党
的旗帜，牢牢坚持党的领导。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 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
力量。”在大革命失败、革命陷入低潮
后，湘南起义坚定打起了斧头镰刀满
地红的军旗，高高举起了党领导武装
革命的党旗，引领着湘南儿女走上革
命道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
大力量。湘南起义昭示我们，党的领
导是我们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
保证。弘扬湘南起义精神，奋进新时
代，建设新郴州，我们要坚定不移地
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四个服从”，坚
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
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坚定不移地听党话，
跟党走。

弘扬湘南起义精神， 奋进新时
代，建设新郴州，就是要始终坚定理
想信念，汇聚发展精神动力。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
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
湘南起义的革命先辈之所以在革命
处于低潮、敌人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揭
竿而起、浴血抗争，就是因为他们心
中有崇高理想信念，有为理想信念而
英勇献身的崇高追求。湘南起义昭示
我们，信仰，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弘扬湘南起义精神， 奋进新时代，建
设新郴州，我们要始终坚定“革命理
想高于天”的信念，切实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
脑、立根固本、补钙壮骨，坚定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自觉做共产
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 忠实实践
者，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
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弘扬湘南起义精神， 奋进新时

代，建设新郴州，就是要始终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进人
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为什么
人、靠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
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始终为
了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
众，是湘南起义的精神特质。起义极
大调动了翻身农民的革命热情，短短
3个月， 就有百万工农投身到起义的
洪流中，万余湘南农军跟上井冈山继
续革命。湘南起义昭示我们，谁把人
民放在心上， 人民就把谁放在心上。
弘扬湘南起义精神， 奋进新时代，建
设新郴州，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
中最高位置， 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
深入群众，更大力度地保障和改善民
生，把群众最关切最烦心的事一件一
件解决好，使人民生活随着郴州发展
一年更比一年好。 要举全市之力，用
心用情用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在桂东
整体脱贫摘帽的基础上，确保全市如
期实现全面小康。

弘扬湘南起义革命精神， 奋进

新时代，建设新郴州，就是要始终保
持改革创新锐气， 推动郴州高质量
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创
新是强国强党的必由之路。”湘南起
义的过程就是一次革命开拓的过
程，一次艰辛探索的过程，一次改革
创新的过程。 在极其复杂恶劣的环
境下， 革命先辈坚定不移地在苏维
埃建政、土地革命、农民运动、统一
战线、军队创建等多方面推动“破而
后立”，做了大量历史性探索，积累
了许多宝贵的革命经验， 推动革命
事业不断前行。湘南起义昭示我们，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
新者胜。弘扬湘南起义精神，奋进新
时代，建设新郴州，我们要持续深入
地向改革开放要动力， 向创新创业
要红利， 切实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
要求，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把发展
质量和效益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大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 效率
变革、动力变革，大力推动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落地落实， 特别在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
染防治的攻坚战方面取得扎实进展，
在深化改革创新中不断开辟发展新
境界。

传承是最好的纪念，发展是最好
的告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铭记光辉历史，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奋进新时
代，建设新郴州，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大力弘扬湘南起义革命精神
奋力开创新时代发展新局面

———纪念湘南起义90周年
中共郴州市委

�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邓竹君）省机场管理集团今日发布，从3月25日起至
10月27日，全省机场开始执行夏秋季航班计划。

新航季期间，全省航班将由54家航空公司执
行，每周计划航班总计为4956架次，较同期增长
13.2%；将通航121个城市,执飞航线254条，航线数
量较2017年夏秋季同比增长18.4%。

其中， 长沙机场共计划执行直达境内外113
个城市（机场）的179条定期航线，其中国际（地区）
定期航线33条，新增克拉玛依、伊宁、嘉峪关、忻
州、南充等多个国内航点和伦敦等国际航点。

张家界机场计划通航36个境内外城市， 较同
期新增贵阳、济南、揭阳、徐州、合肥、南昌、海口7
个国内航点。

常德机场计划通航16个国内城市，新增珠海、
成都、兰州、西安、济南、郑州、杭州、温州8个国内
航点。

怀化机场新增北京南苑、青岛2个国内航点。
永州机场新增贵阳、三亚、福州3个国内航点。
衡阳机场新增珠海、济南、天津、揭阳、兰州、

大连、北海7个国内航点。
邵阳机场新增深圳、西安、兰州3个国内航点。
据介绍， 为实现长沙机场区域性国际枢纽战

略发展目标， 新航季将以东南亚旅游航线为开发
重点，全力支持外籍航空在湘发展，计划实现长沙
机场国际及地区航班架次较同期增长8.6%。

�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今天，记者
从长沙高新区信息产业园了解
到，截至今年2月底，长沙高新区
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达到了5083
家， 以平均每天4至5家的速度增
长， 移动互联网从业人数突破15
万人，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湖南省
移动互联网产业集聚区。 长沙高
新区只是长沙乃至湖南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截至2017年12月底， 工商登
记的全省软件和移动互联网企业
户数达43028户，同比增长37.6%。
2017年新注册软件和移动互联网
企业户数11753户。据湖南省经信
委发布《2017年湖南移动互联网
产业年度发展报告》 显示：2017

年， 全省纳入统计的移动互联网
产业营业收入达845亿元，同比增
长43%， 其中长沙市达750亿元，
占全省88%。截至2017年底，湖南
在A股上市的软件和互联网企业
有12家。

2014年， 湖南有移动互联网
企业500余家，3年全省软件和移
动互联网企业数量增长超80倍。
在质量上， 全省互联网产业也加
快向2.0转型升级。特别是在“互联
网+制造”加速融合方面，全省移动
互联网产业链进一步做深做强，在
技术上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升级，
在产品品类上向集成电路、智能终
端延伸，在业态上共享经济、工业
互联网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袁路华 ）2018互联
网岳麓峰会将于4月初在长沙举
行，届时，移动互联网大咖又将齐
聚星城，聚焦行业前沿动态，共商
行业发展大计。今天，记者从长沙
高新区了解到， 目前峰会各项筹
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

据了解， 本届岳麓峰会主题
为“智能互联 于斯为盛”，将有新
经济高峰论坛、 智慧云教育生态
论坛、网络内容新生态高峰论坛、
新服务·新动能·新未来论坛等四
大主旨论坛，互联网技术（CTO）、
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湘江新媒
体、大健康、投融资路演、人工智
能、 创业者认知教育专场等专场
活动， 以及项目路演和移动新生
活展览等多个分场活动。

“岳麓峰会不仅成了湖南长
沙的一张名片， 也成了互联网人
共同的节日！”拓维信息创始人李

新宇说。 第一届互联网岳麓峰会
的场景让李新宇记忆犹新， 峰会
由湖湘汇举办，地点在岳麓书院，
嘉宾正是湖湘汇的发起人熊晓
鸽、姚劲波、倪正东、李新宇等湘
籍创业大咖，吸引了200多名大学
生和创业者参加。

岳麓峰会虽然每年主题不一
样、活动不一样，却有着相同的“湖
湘味”。在互联网领域，“微信之父”
张小龙、58同城创始人姚劲波、陌
陌创始人唐岩等众多领军人物都
是湖南人，该行业的湘籍创业者占
全国的三分之一。近两年，互联网
岳麓峰会开放度越来越高，出席嘉
宾从湘籍扩大到全国乃至全球。

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将打造
2.0版，搭建长株潭一体化的互联
网交流平台， 推动本地产业信息
化发展和互联网产业升级， 为全
国各地连接长株潭城市群提供合
作契机。

软件和移动互联网企业
3年增80多倍

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
大幕将启

全省机场执行
夏秋季航班计划

将通航121个城市，执飞航线254条

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
3月26日，学生在进行模拟心肺复苏救护操作与伤口包扎演练。当天是第23个全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

日，湖南省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暨“做自己的首席安全官———平安校园行”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市开福区
金鹰小学举行。通过开展安全知识文艺节目、安全知识讲座、消防逃生演练、自护自救培训等活动，增强中
小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黄利飞）
今天，“中国盐改第一股”湖南盐业登
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为湖南第103家
上市公司。 上午9时30分，股价开盘
即被巨大买盘封单至涨停价5.44元，
涨幅43.94%。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1年，由湖南轻盐集团、湖南轻盐
创投、湖南湘江投资、贵州盐业、江苏
盐业、广西盐业、湖南发展投资集团、

湖南财信共同发起设立，是行业内第
一家跨省联合的现代企业。

该公司专注于盐及盐化工产品
的生产、销售，是行业内不多的实现
产销一体化的企业之一，建立了覆盖
全省的销售渠道，拥有较高的市场占
有率。

盐业关系国计民生，一直以来为
国家专营。 2017年1月1日，国务院印
发的《盐业体制改革方案》正式实施，

标志着我国食盐行业开始进入盐业
体制改革过渡期。

分析人士指出，推进盐业体制改
革，将实现盐业资源有效配置，进一
步释放市场活力。 规模较大、实力较
强的盐产销一体化企业，更容易在竞
争中获得先机。 作为行业内率先登陆
A股的湖南盐业， 有望成为这一轮变
革中的新龙头。

湖南盐业此次发行募集资金不

超过5.565亿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全部用于建设“食用盐提质升级技
术改造项目”“制盐系统节能增效技
术改造项目” 和“新建研发中心项
目”。

湖南盐业董事长冯传良表示，
募投项目实施后， 公司将在高端品
种盐、 日化盐等领域获得更高的市
场份额， 提升产品研发及技术创新
能力。

A股迎来“盐改第一股”
湖南盐业领跑中国盐业体制改革，成功登陆上交所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在推进农机产业发展的过程

中， 郴州市重点引导企业开展技
术创新，通过引进人才、推动校企
合作等， 让郴州农机企业创造了
国内多个第一： 研发生产出第一
台半轮式耕田机、 第一台双轮耕
田机、 第一台胶履带拖拉机……
郴州的企业还与中国农机院合作

研发出国内首台无人驾驶农机，
郴州农夫机电受国家工信部委托
主持起草了《轻型履带式拖拉机
技术条件》等行业标准。全市农机
企业去年投入研发经费2400万元
以上， 目前拥有研发工程师60多
名，取得农机专利85项，其中发明
专利31项。

依靠持续不断的创新，郴州

农机产品蜚声业界。郴州产“农
夫”拖拉机、“郴粮机”等品牌被
评为中国著名商标，并有30多个
农机产品列入了国家支持推广
的农业机械产品目录。 去年，郴
州农机实现销售收入5.4亿元，
比上年增长13.6%， 产品出口意
大利、南非、巴西等26个国家和
地区。

�荨荨（紧接1版②）邵东智能制造技
术研究院帮助10余家企业“机器
换人”，并协助企业开展技术研发
10余项、申请专利50余项。普菲光
电、群辉光电、英联电子3家华为
配套企业在邵东电子信息科技园
投产后， 已带动40家信息企业链
上下游供应商相继落地。

为提高“邵东智造”国际化
水平，邵东县主动对接“一带一
路”，加快产业走出去步伐。借助
邵东境外商会、 园区和销售平

台，引导打火机、皮具箱包、小五
金等优势产业抱团出海，组织企
业参加迪拜展、德国五金工具展
和巴西综合展等会展。 去年，邵
东五金出口20多亿元，箱包皮具
60%实现外销。

产业勃兴推动邵东经济持续
快速发展。去年，该县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381.55亿元、 规模工业增
加值138.68亿元， 均比上年增长
逾10%， 新型工业化工作居全省
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