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举旗帜 胸怀大局 敢于亮剑
———学习湖南日报“晨风”系列评论

“一带一部”战略定位提出五年了。
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

时， 以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透把握和对湖南
发展区位的深谋远虑， 殷切寄语：“湖南要发
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
区位优势， 抓住产业梯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
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 提高经济整体素
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构合理、方式优化 、
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这一被概括为 “一带一部 ”的战略论断 ，
全新凸显了我省在国家战略中的区位价值 ，
为湖南发展明确了定位、 指明了方向。“一带
一部”战略定位，奠定了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发展愿景的理论基础， 成为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的现实依据。

这些年，我省紧扣“一带一部”战略定位，
坚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扎实推进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使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又上了一个大台阶。

但应该承认，做好 “一带一部 ”这篇大文
章，我们交上的答卷，离总书记的要求还有一
定差距。究其原因，还是对“一带一部”的深刻
内涵、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悟得不深、领会不
够、行动不力。有的认为湖南缺乏区位优势 ，
一提起承接产业转移，便感到信心不足；有的
习惯于把“不沿海、不靠边”作为考虑问题的
“前置”因素，一提到扩大对外开放，就畏葸不

前；有的虽然把“一带一部”挂在嘴上、写在纸
上，其实内心茫然，找不准发力点、突破口。因
此，对全省各级各部门来说，有一个对 “一带
一部”认识再深化、战略再明晰、行动再出发、
工作再对标的问题。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实践催生最好的理
论。五年过去，“一带一部”的战略意义愈加凸
显，“一带一部” 的导向作用愈加清晰， 发挥
“一带一部”优势愈加重要而紧迫。

今天，以高速公路 、高铁 、航空港构成的
立体交通，让湖南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交通
枢纽优势进一步凸显；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普
及、产业基础的夯实与增强、新旧动能的接续
与转换，更为湖南提供了蓄势赶超的可能。可
以说，事业越发展，实践越深入，越需要推动
“一带一部”战略定位落实、落细、落地。

把“一带一部 ”落到实处 ，核心是按照省
第十一次党代会的部署和要求，充分发挥“过
渡带”优势集聚资源要素，发挥“结合部”优势
扩大对外开放。全省每个市州、每个县市区 ，
都要立足各自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 开动脑
筋，善于借势，从中找到工作的着力点和主攻
方向，不断调整和优化发展战略。

如何让“过渡带”“结合部”优势真正发挥
出来？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湖南要当好承接产
业转移的“领头雁”。从国家发展全局看 ，“过
渡带”是促进协调发展的“纽带”，不能成为风
去无声的“过道”。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向中
西部地区转移产业、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
开放经济带协同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 原来
我们国家发展的潜力在东部， 现在中西部成
了发展的热土。湖南作为“过渡带”上的重要
省份， 应该而且能够担当更大作为。 从发挥
“结合部”优势来讲，必须更加积极主动地把
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经验、 技术产业优
势与长江经济带的资源禀赋、 市场优势结合

起来，扬长避短，抢占发展制高点。事实上，我
省更低的成本、 便利的交通、 优质的营商环
境，已成为吸引客户投资的加分项。每个地区
的价值都独一无二，每个地区的发展都可独辟
蹊径。别人腾笼换出来的“鸟”，可能培育成我们
的“金凤凰”；我们以为不值钱的东西，可能恰恰
是别人眼中的宝贝。互联网大企业第一总部不
能来，第二总部放在湖南不也很好吗？

把“一带一部 ”落到实处 ，根基在于抓好
现代产业。 没有一批好产业、 大项目作为支
撑，再精准的定位、再科学的战略，也只是空
中楼阁、 镜花水月。 要紧紧抓住产业梯度转
移、空间梯度开发、开放梯度推进和对接国家
战略的历史机遇， 大力推进制造强省建设和
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 实现产
业链、创新链、资金链有效嫁接、深度融合，补
齐我省项目总量不多、质量不高，基础建设项
目偏多、产业项目偏少的短板，推动湖南实现
高质量发展。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一带一部”
是区位优势，更是稍纵即逝的机遇。产业梯度
转移虽然有其规律可循，但绝不会不请自来。
“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对接北上广优化大
环境”“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湖南能否“迎”
得来、“接”得了、“安”得住？关键是牵住“最多
跑一次”改革这个牛鼻子，深化放管服改革 ，
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和韧劲，推动全省发
展环境持续优化升级， 让湖湘大地成为投资
创业的福地。

优势是干出来的，干部的担当作为，就是
点亮“一带一部”的最好触媒。唯有深入领会
“一带一部”战略论断，加快观念更新，更好地
把握现代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学习和贯彻好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才能
真正把区位优势转换为发展优势、竞争优势，
实现湖南发展新跨越。

坚持“一带一部”战略定位
——一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记者 曹辉 见
习记者 肖畅）湘潭大学近日决定，在现有
哲学系、历史系基础上，组建碧泉书院，以
延续千年文脉，打造湘学研究重镇。

湘潭碧泉书院坐落在湘潭县锦石乡碧
泉村， 是南宋最早的理学学派———湖湘学

派创始者胡安国、胡宏父子创立的书院，在
当时影响甚大，张栻、彪居正、吴翌等人就
学其中，史称“衡岳湖湘之学，皆起于此”。
20世纪中期， 碧泉书院遭到损坏；20世纪
80年代，书院建筑被拆除，改为民居。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见习记者 苟立锋
通讯员 贺欣初

进入头伏，热浪袭人。7月21日，记者在石
门县三圣乡白临桥村见到军嫂李梦娣时，她
正在一片树林里， 围着一群羽毛乌黑的土鸡
跳着欢快的舞蹈。原来，她在录制抖音视频，
用最时尚的传播形式， 让贫困山区的“黑凤
凰”飞出大山。

这位90后军嫂，一顶藏青色遮阳帽、一副
黑框眼镜、一条时尚休闲裤、一双白色登山鞋
穿戴在身上，充满青春活力。

在石门，李梦娣很出名。她人漂亮，心更
美，为了全心全意支持丈夫驻守边关，她用自
己柔软的肩膀挑起家庭重担，办起了养鸡场。
为了推销石门土鸡，她还当起了“网红”，事业
干得红红火火，被当地人称为“最美军嫂”。

“虽然没圆从军梦，但我嫁给了
军人，也是一辈子的幸福”

李梦娣在石门大山里长大， 这个土家族
女孩从小就对橄榄绿有种情结。 她的外公曾
参加抗美援朝，给她讲过很多英雄的故事，英
雄们深深扎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高中毕业那年，面临两个抉择：考大学、
当兵，她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然而，父母坚
决反对：家里就一个女儿，就别做这个梦了！
后来， 李梦娣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音乐
教育专业， 这位花季少女对军人的仰慕依然
在潜滋暗长。

毕业后，李梦娣当过老师，干过模特，做
过舞蹈演员， 但这些令人羡慕的职业都没能
拴住她的心。2013年，与她同乡的一个闺蜜邀
请她到新疆库尔勒做水果生意，她动心了。谁
知这一去，在西安转车时，却发生了一场罗曼
蒂克的邂逅。 荩荩（下转5版）

她的最爱是军营
———军嫂李梦娣的故事

�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 （李寒露 李杰
赵侗芳）7月27日， 年产150万千瓦时的高
迈纯电动重卡项目电池模组生产线， 在常
德西洞庭管理区投产。同时，首期投资13.5
亿元的动力锂电池生产线———塔菲尔电芯
项目，在该区动工建设。这是常德市牢固树
立“抓项目就是抓发展”理念，采取“产业基
金+特色园区”模式，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

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去年来，按照常德市委、市政府“开放强

市、产业立市”战略部署，常德财鑫金控集团
联合西洞庭管理区，发挥产业发展基金的带
动作用， 围绕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建设，着
力引进电池材料、电控、汽车零部件等多个
项目。

荩荩（下转2版①）

采取“产业基金+特色园区”模式

西洞庭崛起绿色动力小镇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罗军 陶思杏

7月24日， 娄底经开区税务局挂牌成
立第4天，辖区企业华安钢宝利高新汽车板
加工（娄底）有限公司送来一封红彤彤的感
谢信，感谢税务部门将原本需要20余天的
注销业务，缩短至3天办结，解决了公司的
燃眉之急。

华安钢宝利高新汽车板加工（娄底）有

限公司， 原是外资企业华安钢宝利高新汽
车板加工（常熟） 有限公司旗下分公司。
2018年1月，重组注册为娄底子公司，按规
定需在7月30日之前办理原公司注销手续。
新公司成立后千头万绪、工作繁杂，导致迟
迟未去办理原公司注销手续。转眼到了7月
19日， 财务人员带着忐忑的心情向娄底经
开区税务部门提交了税务注销申请。

荩荩（下转2版②）

一封“意外”的感谢信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彭雅惠）国家统
计局官网日前发布《2017年分省（区、市）万元地
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率等指标公报》显示，2017
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增长2.9%， 万元GDP能耗

比2016年下降3.7%。其中，湖南省万元GDP能耗
比上年下降5.24%，降幅跻身全国前十位。

万元GDP能耗是一个地区创造每万元生
产总值所消费的能源总量， 能够说明经济活

动中对能源的利用程度， 反映能源利用效率
的变化。同时，由于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对于能
源消耗的需求比以工业制造业、 建筑业等为
主的第二产业要小，所以万元GDP能耗变化，
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地区经济结构。

统计显示，2017年我省万元GDP电耗同
比下降2.07%， 降幅远低于万元GDP能耗降
幅，这意味着全省能源消费结构出现优化，电
能等清洁能源对煤炭的替代作用增强。

2017年我省万元GDP能耗下降5.24%

降幅跻身全国前十位
延续千年文脉 加强湘学研究

湘潭大学组建碧泉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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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 7月29日，在
结束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塞内加尔共和
国、卢旺达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国事访问，
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次会晤，过境毛里求斯共和国并进
行友好访问后，国家主席习近平回到北京。

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
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 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陪同人员
同机抵达。

当地时间28日晚，习近平离开毛里求
斯启程回国。 毛里求斯总理贾格纳特偕夫
人科比塔率内阁成员到机场送行。

两国领导人夫妇在舷梯旁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毛方的热情接待和周到安排。
习近平表示， 对毛里求斯的友好访问为我
这次亚非之行画上了圆满句号。 这次访问
虽然时间短暂，但成果丰硕、意义重大，必
将巩固和加强中毛友好关系。 贾格纳特祝
贺习近平主席访问毛里求斯取得成功，感
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毛里求斯的帮助和支
持， 期待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
再次同习近平主席见面。

� � � �结束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塞内加尔
共和国、卢旺达共和国、南非共和国国事
访问，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次会晤，
过境毛里求斯共和国并进行友好访问

习近平回到北京

� � � �湖南日报7月29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
我省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武陵
山片区座谈会在怀化召开，总结前段工作，
交流经验，部署下阶段工作。省委副书记乌兰
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抓实专项治理，用
作风建设的实际成效确保打好打赢脱贫攻
坚战。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副省长
隋忠诚，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出席。

乌兰肯定前段我省专项治理工作的成
效。 她强调， 脱贫攻坚工作关键在落实，
抓落实的关键是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要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
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高度重视专项治理
工作，顺应脱贫攻坚新形势，找准工作的着
力点和主攻点，不断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要坚持问题导向， 进一步全面查摆和剖析
问题，扎实抓好突出问题整改；强化监督执
纪问责， 加大扶贫领域作风监督和查处力

度，做好案例式警示教育；加强正向激励，
抓好学习培训和典型宣传；总结经验，把握
规律，扎紧制度的笼子，更加规范、和谐脱
贫。要强化专项治理工作作风建设，进一步
落实全省各级党委政府的主体责任、 纪检
监察部门的监督责任和有关部门的监管责
任；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撑，为推动政策落实、
责任落实、工作落实提供技术保障；进一步
严肃工作纪律，敢于较真、敢于亮剑，为打赢
脱贫攻坚战提供坚强有力的作风保障。

傅奎要求，要对标中央和省委要求，增
强改进作风、推进专项治理工作的责任感，
强化脱贫攻坚纪律保障。 要深入查找专项
治理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 通过“五个一
批”工作方法，发挥好纪检监察系统监督执
纪问责的作用。要以好的作风抓专项治理，
做好扶贫领域信访举报工作， 加大直查直
办的力度，确保各项工作高质量推进。

会上， 武陵山片区7个市州和部分县
（市区）作了发言。

� � � � 乌兰在省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工作武陵山片区座谈会上强调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优良作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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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携手共进、共同发展的
华彩乐章

———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东非洲五国纪实
8版

� � � � 7月29日， 赛艇
队员在参加八人艇
1000米决赛。 当天，
2018年中国长沙国
际名校赛艇挑战赛
在湘江长沙段橘子
洲西侧水域举行，来
自耶鲁大学、剑桥大
学、北京大学等国内
外的20支队伍参与
角逐。最终，牛津布
鲁克斯大学包揽男
女组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