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王继才
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王继才
同志守岛卫国32年，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
出， 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了不平凡的人生华
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
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指出，对王继才同志的家人，有关

方面要关心慰问。 对像王继才同志那样长期
在艰苦岗位甘于奉献的同志， 各级组织要积
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思想、工作
和生活上给予更多关心爱护。

王继才生前是江苏省灌云县开山岛民兵
哨所所长。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面积只
有两个足球场大， 战略位置十分重要。1985
年部队撤编后， 设立民兵哨所， 但因条件艰

苦， 先后上岛的10多位民兵都不愿长期值
守。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
从此与妻子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
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
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2014年，
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今年7月
27日，王继才在执勤时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
去世，年仅5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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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发布新的《中国
城市竞争力报告》，从内地289个城市中选
出40个，作为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发展
最成功的城市”。 这些城市除了人们耳熟
能详的北上广深外， 株洲市也位列其中，
引人注目。

一个中部地区的三线城市能够上榜绝
非偶然。这些年来，株洲市不断深化改革，
一些改革举措曾开全国先河。 尤其是近几
年来，该市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落实省委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显示出滚石上山
的勇气与毅力，成绩亮眼。

沿一 “谷 ”推进 ，开创创新
发展新局面

“在全球1万多个城市中，处于中国三
线位置的株洲市，只能算是‘小城’。高铁、
磁悬浮、 超级电容、IGBT芯片……被称为

‘中国动力谷’的株洲，却频频推出世界级
创新成果。”

今年6月， 新华社一篇题为《“中国动力

谷”在世界创新舞台上飞驰》的报道，引起广
泛关注。

短短几年，“株洲·中国动力谷”影响
日隆。

6月12日至13日，在德国碳纤维复合材
料谷年度大会上，“株洲·中国动力谷”作为
其唯一的官方合作伙伴亮相， 并与德国碳
纤维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7月7日，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举办走进
株洲·中国动力谷学术报告会，80余位院
士、专家与会，就继续突破关键技术难题、
助力株洲高质量发展提出真知灼见。

株洲全力打造“中国动力谷”，走的正是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之路。近几年来，“中国动
力谷”犹如一个新的强大引擎，除了动力产
业，还牵引着材料、机电、信息等新兴产业加
速前行，将株洲科技创新推向新高度。

去年， 株洲研发经费投入52.4亿元，
投入强度居全省第二。同年，该市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25.8%，创
历年新高。

国家发改委新认定， 株洲联诚集团
技术中心、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中心为国
家企业技术中心。至此，株洲已有13家企

业技术中心跻身“国家队”，居全省前列。株
洲还拥有100多个国家和省级技术研发平
台，突破和掌握了IGBT、磁悬浮、深海机器
人等一批核心技术。

雄厚的科技和制造实力，使株洲在“中
国制造”中牢牢占据着一席之地。目前，株
洲有9个项目入选国家首批智能制造专项、
5个项目入选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强基工程、
3个项目入选国家绿色制造工程、26个项目
入选湖南制造强省重点项目。

今年上半年，株洲轨道交通装备业、计
算机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航空航
天器设备制造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
15.5%、12.2%、17.5%； 全市出口机电产品
38.8亿元，同比增长33%，其中,出口轨道交
通装备13.5亿元，同比增长1.7倍。

向创新要动力，向开放要市场，株洲转
型发展之路步履坚定。

近两年， 尽管一大批老工业企业关
停并转，每年损失数以百亿元计的GDP，
但株洲经济并没有出现大的震荡。 今年
上半年，全市GDP同比增长7.6%，保持稳
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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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习近平对王继才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要大力倡导爱国奉献精神
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少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掉了一
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丢了一匹战马，败了
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丢了一个国家。”
这首英格兰古老民谣，说的是英格兰国王理
查三世因少了一枚铁钉，导致波斯沃斯战役
惨败的故事。祸患积于忽微，古今中外，概莫
能外。

作风问题无小事。“老百姓办事难，原因
固然有多方面， 但主要原因还是一些党员、
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不正、 行为失范，
一些党政机关管理不严、 纪律松散”，“领导
干部改进作风、增强党性，要解决好讲诚信、
懂规矩、守纪律问题”。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到湖南视察时，在谈到抓好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时，对湖南各级
党组织加强作风建设提出了谆谆告诫。

这几年，湖南牢记总书记的重要嘱托和
指示精神，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持
之以恒正风肃纪，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
教育，努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党风
政风有了明显好转。

但必须清醒看到，我省作风建设虽然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仍然存在不少突出问
题。有的政绩观存在偏差，大搞政绩工程、形
象工程，导致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有的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打折扣、 搞变通，“四风”
问题积弊顽固、禁而不绝；有的把“吃喝”搬
进了小区，转移到了居民楼；有的不担当不
作为，工作浮在面上，遇到难题绕着走，面对
问题“捂盖子”；甚至有的在高压反腐态势面
前，仍然不收敛不收手，收送红包礼金者有
之、内外勾结“提篮子”者有之、“雁过拔毛”
者有之，等等。可见，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 关系人心向
背，关系党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一个地
方的事业能不能发展、 工作能不能推进，关
键在干部作风。 湖南要迈向光明的未来，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的作风必须有一
个新气象。

把作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首先
必须解决政绩观上的偏差。“为官一任、 造福

一方。”作为领导干部，追求政绩是理所当然
的，但不是为自己留名，而是为人民谋利。对
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我们要大胆干、努
力干；对于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劳民伤财的
“形象工程”，则要坚决抵制和反对，不能为了
一时政绩，而导致“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作风问题最容易反
弹，如果不紧紧抓住，一些已经压下去的问
题很可能死灰复燃。解决“四风”顽疾，必须
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明示“越往后越严”，给
那些等待“风头过去”的人以明确的预期。习
惯是养成的。只要我们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
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在抓常、抓细、
抓长上下工夫， 就能真正管出好的作风来，
形成“日用而不觉”的长效化保障。

问题是潜在的风险， 民心是最大的政
治。作风有没有变化，老百姓体会最深。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作风建设的重点要在解决
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上聚焦发力，少做
“击鼓传花”的二传手，多当摧城拔寨的先锋
官， 带着感情和智慧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到以真心
换民心、以无私赢口碑。作为党员干部，我们
不舒服一点、不自在一点，老百姓的舒适度
就好一点、满意度就高一点。

“为官避事平生耻”。敢于担当、善于作
为,既是干部政治品质的体现,也是干部作风
的反映。当前，湖南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开启实现基本现代化新征程的关键
时期，不可避免会遇到许多重大风险挑战和
矛盾阻力。 党员干部如果遇到难题就绕、碰
到矛盾就躲、承担工作就拖，就会贻害全省
各项事业发展。改变工作作风，应有之义就
是要敢于担当、主动作为。

担当作为的好作风从哪里来？重在从我
做起，从思想建设抓起。大兴学习之风，特别
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不能浮光掠影、浅尝辄止，不能“以其
昏昏，使人昭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沉下心
来接地气、察实情，不能习惯于走平坦的路、
看亮丽的点、听顺耳的话，只下去不调查、只
调查不研究、只研究不落实；大兴实干之风，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有人去干是关键。无论
是打好“三大攻坚战”，还是落实“产业项目建
设年”，样样都需要实干、苦干、埋头干。

“其身正，不令而从；其身不正，虽令不
从。”加强作风建设，各级领导要以上率下，
发挥“头雁效应”。同时要切实履行“两个责
任”，强化管党治党的政治担当。须知，严管
就是厚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必须管好关
键人 、管到关键处 、管住关键事 、管在关键
时。只有这样，才能管出习惯，化风成俗。

把作风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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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6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蒋龙平 杨红伟） 实现自然村通水泥
(沥青)路2万公里、提质改造农村公路8000
公里，是我省今年要切实抓好的12件重点民
生实事之一。省交通运输厅今日发布，截至7
月底， 全省已完成自然村通水泥路5012公
里，完成提质改造农村公路3696公里，整体
建设目标推进顺利。

“过去村里路难行，只能依靠三轮车装
桃子出去卖，部分水果在路上就坏了。通组
路修好后，外地客商直接开车来收购，我们
种的桃子7月底就全部卖完了。”8月5日，芷
江侗族自治县岩桥镇巽公坡村种植大户廖
正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起村里今年5月
修通的水泥路，感触颇深。

荩荩（下转6版）

符合当地实际、真正造福百姓的交通项目抓紧建

全省已完成自然村
通水泥路5012公里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奉永成 ）
今天，省扶贫办公布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同意茶陵县等5县脱贫摘帽的批复》（以下
简称《批复》）。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反馈
湖南省2017年贫困县退出专项评估检查结
果的函》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政
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实
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精神，经过国家专项
评估检查，茶陵县、炎陵县、石门县、桂东县、
中方县符合贫困退出条件，同意脱贫摘帽。

据了解，省扶贫办将督促以上5个县按照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和省委、 省政府的

工作部署，继续抓好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防止
出现松劲、懈怠，始终保持攻坚态势；加大对
剩余贫困人口的帮扶力度， 继续巩固发展脱
贫成果，确保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继续给予扶
持，在脱贫攻坚期内，国家和省原有扶贫政策
保持不变，确保脱贫退出的稳定和可持续性；
继续实行最严格的扶贫考核评估， 强化监督
管理， 确保脱贫攻坚成果经得起历史和人民
的检验。

今年4月份，省政府已批复同意祁东县、
双牌县、江永县、宁远县、鹤城区、洪江市、吉
首市7个县市区脱贫摘帽。

茶陵县等5县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期内，国家和省原有扶贫政策保持不变

滚石上山志愈坚
———株洲市坚定不移践行新发展理念纪实

8月6日傍晚，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长沙县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一派生态宜居新城景象。松雅湖是集防洪调蓄、城市安
全饮水、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完善城市功能配套布局、提升城市生活品位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公园，随着其配套设施不
断完善，城市生活品质日益提升，初步构建出生态宜居、治理有序的幸福新城。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松雅湖畔
幸福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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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版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激荡三湘

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回报总书记对湖南的关怀厚爱

———社会各界持续热议《湖南日报》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系列社论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上
午，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通报，湖南省2018
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二批录取工作已于8月
5日结束。 该批次在湘招生计划为84096人
（含预科班等1196人）， 实际录取新生84491
人（含预科班、高水平运动队等）。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介绍， 自去年将本

科二批平行志愿的学校个数由5个增加到
10个以来， 今年我省考生直接志愿满足率
继续保持在较高水平。据统计，今年我省本
科二批平行一志愿按计划和投档比例应投
74188人， 实际出档 65828人， 出档率达
88.73%（不包含本科二批艺术类志愿；本
科二批中民办院校较多， 故出档率低于本

科一批）。 全省共有33234位考生填报了本
科二批征集志愿，共录取考生10932人。

今年， 我省本科三批录取安排在8月6日
至8月12日进行，参加该批次录取的院校共
计175所，计划在湘招生23703人。为尽可能
保证三本院校的生源和考生升学的需要，
本科三批设置了一次征集志愿， 征集志愿
时间为8月10日8时至18时。 本科三批第一
次投档没有被录取的考生要及时填报征集
志愿。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在录取期间
应保持手机、电话畅通，以便招生院校及时
联系。 (相关报道见3版)

本科三批开录
计划在湘招生23703人

高考招生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