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周月桂
彭雅惠 胡信松 黄利飞）“湖南人不但
会种田、会打仗，也会办实业”“湖南人
对中国近代工业起步发展功不可没”
“没想到湖南还有这么多产业在全国
拥有如此高的地位” ……为配合全省
正在实施的“产业项目建设年”行动，3
月26日起， 湖南日报推出大型系列报
道“湖湘实业风云录”，从历史、现实、
未来三个维度， 梳理100多年来湖湘
实业发展脉络， 展现湖湘实业的激荡

风云与喜人成就。目前已推出的6篇报
道，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至2日晚8时，
“新湖南” 客户端总点击量已达57.6

万，首篇点击量更是高达27.7万。这组
报道引发众多读者的点赞与思考。

“工业化今天为什么可行，明天

如何才能更行？” 省经信委主任曹慧
泉， 对多篇报道给予点赞并转发，他
称赞这个系列报道视野宏大、情怀动
人，读者通过这组报道，更加坚定湖
南的经济自信。他相信会有更多更好
的产业项目在三湘四水落地生根。

省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邓子纲说，自古“无湘不成军”，这
组报道告诉世人，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的湖南人，搞实业、发展产业同样
能“扎硬寨、打死仗”。 荩荩（下转4版）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习近平4月
2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一次会议， 研究打好三大攻坚战
的思路和举措，研究审定《中央财经
委员会工作规则》。习近平在会上发
表重要讲话强调， 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事关国家安全、发展全局、人民
财产安全， 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
跨越的重大关口。 精准脱贫攻坚战
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只能打赢打好。
环境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能否得到人民
认可的一个关键， 要坚决打好打胜
这场攻坚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
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
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王沪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
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参加会议。

会议分别听取了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
的思路和举措的汇报，国务院扶贫办
关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的思路和
举措的汇报，生态环境部关于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思路和举措的汇报。

会议指出，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攻坚战，要坚持底线思维，坚持
稳中求进，抓住主要矛盾。要以结构
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分部门、分债
务类型提出不同要求， 地方政府和
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尽快把杠杆
降下来， 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
和逐步下降。要稳定大局，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改革
发展中解决问题。要统筹协调，形成
工作合力，把握好出台政策的节奏和
力度。要分类施策，根据不同领域、不
同市场金融风险情况， 采取差异化、
有针对性的办法。要集中力量，优先
处理可能威胁经济社会稳定和引发
系统性风险的问题。 要强化打好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组织保障，发挥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重要作用。要
抓紧协调建立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机制，强化地方政府属地风险处置责任。

会议强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咬定总攻目标，严格坚持现行扶贫标
准，不能擅自拔高标准，也不能降低标准。要整合创新扶持政策，引导资源要素
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精准施策，有效帮扶特殊贫困群体。产业扶贫要在扶持
贫困地区农产品产销对接上拿出管用措施。 易地搬迁扶贫要着力加强产业配
套和就业安置。就业扶贫要解决劳务组织化程度低的问题。教育扶贫要突出提
升义务教育质量。健康扶贫要降低贫困人口就医负担。要形成勤劳致富、脱贫
光荣的良好导向。要完善督战机制，压实责任，改进考核监督，整顿脱贫攻坚作
风，加强一线力量，做好风险防范。

会议指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明确目标任务，到2020年使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要打几场标志性的重大战役，
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
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确保3年时间明显见
效。要细化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大举措，尊重规律，坚持底线思维。各级党
委、各部门党组（党委）要把污染防治放在各项工作的重要位置，层层抓落实，
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群防群治。要坚持源头防治，调整“四个结构”，做到“四减
四增”。一是要调整产业结构，减少过剩和落后产业，增加新的增长动能。二是
要调整能源结构，减少煤炭消费，增加清洁能源使用。三是要调整运输结构，减
少公路运输量，增加铁路运输量。四是要调整农业投入结构，减少化肥农药使
用量，增加有机肥使用量。要坚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体现差别化，体现奖优
罚劣，避免影响群众生活。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委员会工作规则》，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经济
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做好经济领域重大工作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
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戊戌年二月十八
第24764号

3
2018年4月

星期二

今日12版

新华社北京4月2日电（记者 张
晓松 林晖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日上午
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绿化祖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广泛开展国土绿化行动，人
人出力，日积月累，让祖国大地不断
绿起来美起来。

春风送暖，万物勃发。上午10时
许，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
栗战书、汪洋 、王沪宁 、赵乐际 、
韩正、王岐山等集体乘车，来到北京
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同首都群众一
起参加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点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
城市绿心范围内， 紧邻大运河森林
公园，面积约300亩，原来是厂房、果
园和停车场，现规划为城市绿地，未
来将成为大运河文化带上景观建设
的重要节点。

一下车， 习近平就拿起铁锹走
向植树地点。 正在这里植树的干部
群众看见总书记来了， 一边热烈鼓
掌一边热情问好。 习近平向大家挥
手致意，随后同北京市、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负责同志以及首都干部群
众、少先队员一起忙碌起来。

挥锹铲土、填入树苗、培实新
土……习近平接连种下白皮松 、
西府海棠、红瑞木、玉兰、紫叶李。
他一边同少先队员提水浇灌 ，一
边询问孩子们学习生活和体育锻
炼情况，叮嘱他们从小热爱劳动，
培养爱护环境、 爱绿植绿护绿的
意识。

植树现场一片热火朝天景象。
参加劳动的领导同志同大家一起扶
苗、培土、围堰、浇灌，还不时同身边
的干部群众交流加强生态建设、推
动绿色发展的看法。

植树期间， 习近平同参加植树
的干部群众谈起造林绿化和生态环

保工作。他强调，植树造林历来是中
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来这
里植树既是履行法定义务， 也是建
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
善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 开展国土
绿化行动， 既要注重数量更要注重
质量，坚持科学绿化、规划引领、因
地制宜，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
发展之路，久久为功、善做善成，不

断扩大森林面积， 不断提高森林质
量， 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
性。我们既要着力美化环境，又要让
人民群众舒适地生活在其中， 同美
好环境融为一体。

习近平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
率先垂范、身体力行，以实际行动引
领带动广大干部群众像对待生命一
样对待生态环境， 持之以恒开展义

务植树，踏踏实实抓好绿化工程，丰
富义务植树尽责形式，人人出力，日
积月累， 让我们美丽的祖国更加美
丽。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这一
代人就是要用自己的努力造福子孙
后代。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委员等参加植
树活动。

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强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让祖国大地不断绿起来美起来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

4月2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来到北京市通州区张家
湾镇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这是习近平同大家一起植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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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湖湘工业文明
展示湖湘工业成就

湖南日报“湖湘实业风云录”系列报道引发热议

湖南日报4月2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上午，2018互联网岳麓
峰会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
心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省委
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致辞。 开幕式
前，杜家毫、许达哲一行还会见了出
席峰会的嘉宾代表， 并参观了移动
新生活展览。

开幕式由省委常委、 长沙市委
书记胡衡华主持。 省领导谢建辉、
张剑飞，以及熊晓鸽、蔡自兴、卢迈、
徐直军、徐小平、傅盛、姚劲波、方春生
等互联网企业领军人物、 知名投资
机构负责人、 专家学者出席开幕式
或参加会见。

本届峰会以“智能互联 于斯为
盛”为主题，期间还将举办新经济高
峰论坛、智慧云教育生态论坛、智造
谷智能制造与工业云论坛等6大主
题论坛和互联网技术、新服务·新动
能·新未来智慧生活、工业互联网等

7项专场活动。
杜家毫代表省委、 省政府对峰

会的举办表示祝贺， 对各位嘉宾的
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互联网
是当前最具发展活力的领域,是驱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力量， 代表
着新的生产力、 新的发展方向。自
2013年底以来，湖南高度重视、大力
支持发展互联网产业， 以移动互联
网的速度制定实施了鼓励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的系列政策文件， 大力
宣传“移动湘军”的先进事迹和辉煌
业绩，通过“引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加快推动互联网企业和人才集
聚。自2014年起，全省互联网产业的
营业收入和企业总数连续3年增速
超过100%。互联网产业已成为湖南
的一张新名片， 也有力带动了相关
产业快速发展。

杜家毫指出，下一步，湖南将
努力把长沙建设成为中部乃至全
国互联网产业高地，更好发挥互联

网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致
力推动创新发展，抓住创新这个第
一动力，以国家级示范区和新区为
平台和抓手，充分运用互联网新技
术、新模式 、新理念 ，深入推进科
教强省建设， 促进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治理，更
好促进乡村振兴。致力推动产业发
展，以实体经济为根基，以智能制
造为主攻方向，促进互联网与物联
网深度融合发展，推动制造业加速
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
化方向延伸拓展， 利用工业互联
网 、云服务 、大数据技术 ，改造提
升传统产业和优势产业，积极培育
发展新兴产业。 致力推动集聚发
展，努力把互联网岳麓峰会打造成
为全国乃至全球互联网行业知名
品牌，把马栏山打造成为全国乃至
全球知名的文化创意视频产业园，
把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打造成
为培养互联网创新创业人才的高

地，把长株潭城市群打造成为“中
国制造2025”的集聚区和示范区。
致力推动共享发展，加强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加快信息化服务体系建
设，大力实施“互联网+文化教育”
“互联网+健康医疗”“互联网+政
务服务”等行动计划，不断提高运
用互联网改善民生工作的水平，进
一步提升政府办事效率，加强政务
服务监督，推动政府治理能力现代
化。

杜家毫说， 当前湖南互联网产
业发展方兴未艾， 为广大企业和创
业者提供了广阔市场空间。 由衷欢
迎国内外知名互联网企业与各方面
人才来湘投资兴业、创新创业，推动
形成北有北京、 南有深圳、 东有杭
州、 中有长沙的中国互联网产业发
展新格局。

许达哲在致辞中介绍了湖南近
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
网产业发展情况。 荩荩（下转2版①）

2018互联网岳麓峰会在长沙开幕
杜家毫出席并讲话 许达哲致辞

湖南日报评论员

暮春之初，群芳争艳。这两天，互
联 网 人 又 迎 来 了 自 己 的 盛 大 节
日———各路大咖齐聚岳麓山下、梅溪
湖畔，畅聊互联网洞见，分享行业最
新动态。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不到五年
时间，岳麓峰会从当初“湖湘汇”的一
场论坛，发展成为行业的盛会。各路英
雄相中的是湖南这块互联网产业快速
崛起的沃土，钟情的是湖南省委、省政
府发展互联网产业的不懈努力。

“互联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
势，成为引领时代大潮的风口。湖南
省委 、省政府高瞻远瞩 ，及早布局 ，
不仅提出了打造全国移动互联网产
业高地、 形成千亿规模产业集群的
战略目标，而且用真金白银的投入，
相继设立产业专项资金、 扶持专项
资金， 用实打实的措施培育壮大移
动互联网重点企业， 吸引互联网人

才来湘创业。2017年，全省纳入统计
的移动互联网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845亿元，离千亿元级的“产业蓝图”
仅一步之遥。

“智能互联 于斯为盛”，是今年
岳麓峰会最鲜明的主题 。 “智能互
联”，体现着互联网发展的最新趋势，
顺应了新时代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发展大势；“于斯为盛”， 体现着互
联网大咖涌集长沙的盛况，标注着湖
南在全国、乃至全球互联网业界中的
新高度。

互联网正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
活，代表着新的生产力和新的发展方
向。从这几年网络上热议的中国“新
四大发明”，到人工智能、虚拟现实、
量子通讯、分享经济等新技术新业态
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在引领社会生产
新变革，创造人类生活新空间，拓展
国家治理新领域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荩荩（下转2版②）

风生水起的湖南
互联网产业前程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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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拥抱互联新时代

后发赶超 终成重镇
———湖南成为全国汽车产业新一极（现实篇④）

■湖湘实业风云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