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人才二字，简单五划，却是一个国家、一
个地方发展的竞争之本、 转型之要、 动力之
源。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才是实现民族
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这是
对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新定
位、新提升。

“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优化人才和项目
组合， 引导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向重大项目
集聚， 以人才优先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引领
支撑创新发展、开放发展。”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上，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对大
力推行芙蓉人才行动计划提出明确要求。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对人才工作的重大
决策部署，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应运而生。以实
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为龙头， 湖南突出抓好
人才队伍建设，深化人才工作体制机制改革，
落实重大人才工程项目，人才活力竞相迸发、
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芙蓉国里，人才高地正在崛起。

高端人才集聚与优势产业发展
“同频共振”

一间实验室拥有两位诺贝尔化学奖获得
者担任“导师”是什么体验？

这个问题，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副院
长徐海很有发言权。 在他的牵线搭桥下，4月
18日，2016年诺奖得主让·皮埃尔·索维奇与
湖南文象集团正式签约，宣告湖南首个诺贝尔
奖工作站和首个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正式
落户该集团所在的长沙标朗住工科技有限公
司。而早与标朗住工建立技术合作关系的1995
年诺奖获得者马里奥·莫利纳也将进驻实验室，
每位科学家每年约有一个月时间来华进行科
研指导和人才培养。徐海介绍，两位诺奖“导师”
的加盟，必将助推湖南环保新材料产业发展，打
造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产业平台。

人才，特别是高端人才，从来都是稀缺品。
在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中，湖南突出以产业需求
为导向，促进人才引进培育与重点产业、重要
领域、重大项目相结合，出台了“在长株潭自
主创新示范区内， 给予顶尖人才创新团队最

高1亿元、 杰出人才创新团队最高3000万元支
持”等政策，打造“引进一批人才、发展一大产
业、培育一个经济增长点”的链式效应，实现高
端人才集聚与优势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人才带动人才，人才引进人才，人才激励
人才……计划的实施， 引发了人才集聚芙蓉
国的“磁场效应”。

4月2日,长沙市公布了首批207人高层次
人才分类认定名单,中国铁建重工集团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 总工程师胡斌入选B类人才,可
凭“人才绿卡”享受子女就学、优先诊疗等一
系列人才红利。

胡斌不仅自己来了长沙， 还带来了一个
18人的研发团队。今年3月完成设计后，团队
有7个人跟随他落户长沙。胡斌笑称，自己不
仅是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的受益者， 还变成了
最好的“代言人”和“宣讲者”。

据统计，全省累计引进国家“千人计划”
专家132人，115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55个
人才团队入选企业科技创新创业团队支持计
划、166人入选湖湘青年英才支持计划；

荩荩（下转3版）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推动人才活力竞相迸发，且看———

芙蓉国里，人才高地正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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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
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通知》指出，《意见》深入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对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
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提出明确
要求。《意见》的制定实施，对充分调动和激发
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教育引
导广大干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通知》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大力加
强干部思想教育， 引导和促进广大干部强化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增强政治
担当、历史担当、责任担当，努力创造属于新
时代的光辉业绩。要落实好干部标准，大力选
拔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
的干部，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要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 改进考核方式方
法，充分发挥考核对干部的激励鞭策作用。要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
的重要要求， 宽容干部在工作中特别是改革

创新中的失误错误， 旗帜鲜明为敢于担当的
干部撑腰鼓劲。 要围绕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
部队伍，强化能力培训和实践锻炼，同时把关
心关爱干部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要大力宣
传改革创新、干事创业的先进典型，激励广大
干部见贤思齐、奋发有为，撸起袖子加油干，
凝聚形成创新创业的强大合力。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在贯彻《意见》
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报告党中央。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
当新作为的意见》全文如下。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紧紧围绕统筹
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为决胜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现就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
错机制， 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
新作为，提出如下意见。

一、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 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干部头脑，增强干部信心，增进干部
自觉，鼓舞干部斗志。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
激励和约束并重， 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
造福的政治担当， 满怀激情地投入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教育引导广大干
部深刻领会新时代、新思想、新矛盾、新目标
提出的新要求，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勇立
潮头的历史担当，努力改革创新、攻坚克难，
不断锐意进取、担当作为。教育引导广大干部
不负党和人民重托，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在其位、谋其政、干其
事、求其效，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业绩。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发挥
示范表率作用，带头履职尽责，带头担当作为，
带头承担责任，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做给一级
看，以担当带动担当，以作为促进作为。

二、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
坚持好干部标准，突出信念过硬、政治过硬、
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大力选拔敢
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绩突出的干
部。 坚持从对党忠诚的高度看待干部是否担
当作为，注重从精神状态、作风状况考察政治
素质，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担当，又看大事要事
难事中的表现。坚持有为才有位，突出实践实
干实效，让那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干
部有机会有舞台。 荩荩（下转8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事件】
1978年6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湘乡

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努力减轻
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人民日报连发
3篇社论，充分肯定湘乡县减轻农民负担
的经验。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从根本上冲破了
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
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
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真正实现了伟大的
历史转折。

1978年12月25日， 湖南省委发出通
知，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群众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
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把工作重心
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亲历】
1978年12月，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

发布，在《新湘评论》任编辑的周佑勋和
同事们争相传阅、 激动莫名。“真正有一
种春天要来了的感觉。”

40年后， 这位78岁的省委政研室原
副主任回忆起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 脱口而出：“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翻天覆
地的变化正在酝酿，惊雷即将响彻神州。
令周佑勋印象最深的有两件大事。

这年上半年， 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全
国范围内展开。“我们一群年轻人不敢公
开大讨论，但经常聚集在一起私下讨论，
有一种隐约的振奋感， 感觉大变化就在
眼前。”

另一件大事，这年年底，中共中央在
北京为彭德怀、陶铸举行追悼大会，为他
们恢复名誉。 两位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平反昭雪，在湖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周佑勋的爱人当时在省委信访办工作，
负责接待前来上访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和
家属。“省委要求， 每位省委常委每周要
来值一天班，集中解决冤假错案。”此后，
全省落实政策工作历时9年完成，为60多
万人解决了各种政治问题。

1978年， 与周佑勋同龄的谭庆云也
参与了一件大事。这年6月23日，中共中
央转发湘乡县委《关于认真落实党的政
策， 努力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
要求各地参照湘乡经验， 根据当地实际
情况认真解决好这一问题。 当年在湘乡
县委宣传部任新闻干事的谭庆云， 正是
这份调研报告的起草者之一。

5月19日，回忆起这段往事，谭庆云
老人的记忆依然清晰。当时，湘潭地委在
调研中发现，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严重
影响整个农村工作、 农业生产和农民生
活， 群众形容为“上下左右向生产队伸
手，四面八方挖生产队墙脚”。湘潭地委
一方面在湘乡试点， 采取紧急措施为农
民减负； 一方面将调查情况以简报形式
报送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 国家农业部
立即派人来湘乡实地考察， 认为非赶快
向中央报告不可。

湘潭地委的“笔杆子”章彦武和谭庆
云被指定为报告的起草者。 因为第一手
资料丰富，对农村生活又非常了解，写起
来相当顺利。“调研报告‘五一’节前送到
北京，一个多月后中央就批转了。”

中央文件下发后， 人民日报连续发
表3篇社论：《落实党的政策，减轻农民负
担》《湘乡经验一定要落实》《落实湘乡经
验要上下一齐动》。“很快， 人民日报、新
华社、湖南日报的记者都到了湘乡采访，
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同志到湘乡来
取经， 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 谭庆云说。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

1978年：“真正有一种
春天要来了的感觉”

秀美山水
诗画田园

5月19日清晨，
张家界武陵源区协
合乡抗金岩村，雨
后放晴，云雾蒸腾，
山水田园风光秀美
如画。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2018年，中国改革开放40年。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

开，中国共产党用改革开放的伟大宣
示把中国带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40年来，改革开放，春风化雨，改
变了中国，影响并惠及了世界。沐浴
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古老的潇湘大

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开辟 《壮阔
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三湘历程———
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专栏，以编年体
方式逐年回顾湖南改革开放40年波
澜壮阔的历程。

� � � �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
年。40年砥砺奋进，40年众志成城。在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
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辉煌
的成就和生动的实践，印证改革开放
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新华社从即日起开设“壮阔东方
潮 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
40年”栏目，集中推出一批稿件，反映
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 积累
的宝贵经验， 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坚定
不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从追赶时
代到引领时代———从深圳发展奇迹看
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开栏之作。

从追赶时代
到引领时代

———从深圳发展奇迹看中国改革开放40年

【开栏的话】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关键在人才。去年底，湖南出
台《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以“十大支持”“十大放开”等务
实举措，全面育才、引才、聚才，打造人才集群，以人才发
展引领支撑创新发展、开放发展。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如今，一支梯次合理、素

质优良、 能力过硬的人才队伍正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的征程中加快集结。从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才聚
芙蓉国》专栏，充分展示湖南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
才的良方，充分展示芙蓉国里人才齐聚、活力无限的生动
局面。敬请关注。

【编
者
按
】

新华社记者

一座城市，高度浓缩一个时代精华；
一个政党，引领开辟一条康庄大道。
如同施展了法术， 在不到40年的时

间里，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边陲小镇到拥
有2000万人的现代化国际都市， 深圳奇
迹般崛起于中国南方，绽放夺目光彩。

什么造就了深圳？
是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 是改革开

放释放的强大活力， 让深圳焕发出前所
未有的生命力， 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一定会越走越宽广。

激情的岁月
———追忆历史激荡与争锋，深圳

近40年梦幻般的崛起，用铁一般的
事实昭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
觉醒，印证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位于深圳南头半岛的前海， 被称作
“特区中的特区”，近5年每年平均诞生超
过3万家企业，成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先
行先试者。

“就是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得风
气之先的地方， 现场回顾中国改革开放
的历史进程， 将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
进。”

2012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的十八大后首次离京考察选择广东，首
站即来到深圳前海。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
这片改革前沿地， 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
宣示了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的坚定
信念。

改革开放， 是深圳实现跨越式发展
的“基因”，也是读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实现命运伟大转变的“密码”。

1979年4月，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
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 华侨众多的特
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
立出口加工区。 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
的大力支持。

邓小平说：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就叫
做特区。 陕甘宁就是特区嘛！ 中央没有
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
一条血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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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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