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迈向高质量 在湖南“六稳”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周胜蓝 李书庚）农业是基础，粮猪安天
下。记者今天从省农委获悉，湖南粮猪生产抵
御诸多不利因素，今年来延续良好发展势头，
发挥稳定大局的“压舱石”作用。

金秋10月，三湘大地频传丰收喜讯。“桃
优香占”“泰优390”“农香32” 等优质稻品种
普遍丰收在望。 随着一大批优质稻新品种的

推广，兼顾优质与高产，助力粮农增收，全省
高档优质稻面积今年突破1000万亩。洞庭湖
区的南县， 稻虾共作面积今年达到40万亩。
继小龙虾之后，“南洲稻虾米” 绿色品质有保
障，又走红大江南北，每公斤市场价超过20
元。除了“稻—虾”，还有“稻—鱼”“稻—蛙”
“稻—鳅”“稻—鳖”等模式，全省稻田综合种
养面积达到370万亩，既保障了“米袋子”又

丰富了“菜篮子”，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今年来，在国家降低稻谷最低收购价的背

景下，湖南主动调优水稻生产布局，压减早籼
稻面积，中晚稻着力推广高档优质稻，努力实
现“好地用好种、好种产好谷、好谷出好米、好
米卖好价”。省农委粮油作物处处长戴魁根称，
虽然早稻略有减产，但中晚稻长势好，粮食总
产可以实现全年预定目标。 荩荩（下转5版①）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谢忠东 刘玮） 我省将创业作为扩大就
业的重要增长极，着力抓好创业带动就业，取
得明显成效。前三季度，全省新增市场主体54
万户，带动城乡就业100多万人；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16亿元，直接扶持1.5万人创业。

为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我省制定“双创”
三年行动计划，多举措激发创业活力。

为优化创业环境， 我省深入推进“放管
服” 和商事制度改革， 大幅精简行政审批事
项，目前，省本级取消行政许可事项307项、
中介服务事项129项、职业资格许可事项280
项，减少行政权力1476项，非行政许可审批
全部取消。“多证合一、一照一码”和企业电子

化登记全面实施， 建立了程序便利、 内容完
善、流程优化、资源集约的市场准入新模式。

持续推进创业型城市、 创业示范基地和
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 实施一系列
创新创业工程，目前，重点打造了39个创业示
范县市区、300个创业示范乡镇和社区（村）、

200多个创业园区和星创天地、近200个国家
级和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今年来评选各类创
业带动就业示范基地典型381家，从场地、信
息、培训、人才等方面为创业者提供低成本、
全要素创业服务。

荩荩（下转5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10月11日，长沙市政府与德国大陆集团
开展智慧城市创新示范共建合作， 重点就智
慧出行、高新技术、产业基金、中央电子工厂
等项目开展合作， 助力把长沙建设成为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现代化区域性智慧城市和国家
创新创意、智能制造中心城市。

今年以来， 长沙市以高质量产业项目
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 产业项目建设成为
长沙新旧动能转换、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主抓手， 成为长沙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的主阵地。今年1至9月，长沙累计新
开工项目500个， 累计投资2708.8亿元，平

均每天1.83个项目开工， 日均投资9.92亿
元。

聚焦500强招大商

新动能来自新项目。
总投资200亿元的杉杉能源长沙基地项

目， 今年1月正式签约，1个月就实现了开工
建设；

总投资50亿元的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
产业园从签约落户到开工建设，不到3个月时
间， 从一期厂房改造到第一台手机下线只用
了86天；

总投资105亿元的桑德集团新能源智能
汽车产业园项目， 今年7月签约,9月开工，将
带动长沙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一个个大项目签约、开工、试生产，为长
沙的发展迸发了新的动力。 荩荩（下转5版③）

湖南日报评论员

“民族魂，奋斗者”，总是集中呈现于一
批脊梁型人物身上。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将集中宣传一批践
行爱国奋斗精神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是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杰出代表，是我们
这个时代令人敬仰的精神标杆。集中传扬他
们的优秀事迹，就是要激励全省广大知识分
子把爱党爱国、奋斗奉献的精神标识充分彰
显出来，接好时代的“接力棒”，创造出无愧
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
我国知识分子历来有浓厚的家国情怀，有强
烈的社会责任感，重道义、勇担当；“心有大
我、至诚报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
标识。正是靠着敢为人先、勇创一流的拼搏
精神和执着追求，一代又一代优秀知识分子
在中国梦的征程上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书
写出一个又一个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
堪称国家、民族的“脊梁”。

“时代脊梁”绝非遥不可及，那些具化的
标杆就在我们身边———倾注毕生心血浇灌
出累累稻穗，八十多岁还在田间地头奔波的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放弃国外优渥条
件，毅然回国教书育人，助力中国抗癌事业
取得突破发展的谭蔚泓； 扎根深山二十多
年，妙手仁心、无私奉献，填补所在地蛇伤救
治医疗空白的“最美乡村医生”曾宪国；坚持
创作在基层，演出在一线，十几年如一日全
身心投入到传统戏剧传承保护的肖笑波；面
对国外漫天要价，敢于挑战自我，最终建造
出“新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港珠澳大桥建
设者……他们用自己的默默坚守，淬炼出足

以令人敬仰的标高。
当今时代，我国正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疾

行猛进 ，既机遇多多 ，又挑战重重 。创新创
造、驱驰疆场的接力棒，已历史地传递到新
一代知识分子的手上。这就需要广大知识分
子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急国家之所急、解发
展之所难，把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当作己任， 自觉担负起民族复兴的大
任，把家国情怀转化为奋斗激情，在时代洪
流中书写精彩人生。

“奋斗者”， 是当代知识分子共同的名
字。“爱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干惊
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无怨无悔，是实
验室里废寝忘食、 不舍昼夜的刻苦钻研，是
埋头案牍间述学立论的潜心思考，是立德树
人、化育英才的循循善诱，是勇攀科技高峰、
护驾国之重器的创新自信，是奔走野外探测
山河的寂寞坚守，是深入田间地头传授技术
的耐心细致。惟有立足岗位、埋头苦干，挥洒
“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的豪气与胆识，广
大知识分子才能擦亮爱国奋斗的精神底色，
在造福国家和人民中实现人生价值。

爱国奉献不只是一种情怀，更表现为理
想的坚持与责任的担当。作为老师，悉心培
养每一位学生；作为医生，努力医治每一位
患者；作为军人，守护好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作为演员， 在粉墨春秋中创造艺术经典；作
为城市建设者， 为城市拧好每一颗螺丝钉；
作为城市管理者，用心倾听每一个群体的诉
求……弘扬爱国奋斗精神，重在践履、贵在
力行。 全省广大知识分子应当从袁隆平等
“时代脊梁”身上汲取榜样的力量，在自己的
领域、自己的岗位上潜心奋斗，为民族复兴
伟业汇聚起磅礴巨力。

新华社北京10月14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同志《论坚持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由中央
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
同志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
体学习时讲话的要点《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
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为开
卷篇，以2018年6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
外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点《坚持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努力开
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为收卷篇，收
入习近平同志论述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文稿85篇，约32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站在人类
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 正确把握国际形势的
深刻变化，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
代潮流，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
重大课题，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

景、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现途径等重大
问题进行深刻阐述，引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理论与实践创新， 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
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绘制了蓝图，体现了
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
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 世界胸怀和大国
担当。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
内容，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
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
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
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
的维护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
国际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主要篇目介绍见7、8版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辛业芸

52年前，时年36岁的安江农校教师袁
隆平撰写的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在
《科学通报》发表，首次描述了水稻雄性不
育的“病态”特征，从而由此开启了我国水
稻杂种优势利用技术研发的序幕。

今年金秋时节，刚刚迎来“米寿”（八十
八岁的雅称）的袁隆平院士依然忙碌着。生
日那天，他参加首届国际稻作发展论坛，除
了现场“论稻”，还领着国内外专家去田里
“看稻”。

“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追求。我最近准
备发表的这篇论文叫《杂交水稻发展的战
略》， 总结和展望了杂交水稻的5个发展阶
段。”在袁隆平院士的办公室里，他审定论
文后向记者透露， 目前我国在第三代杂交
水稻的研究继续走在世界前列， 从试验田
苗头组合看， 双季晚稻小区折合亩产可达
到1000公斤，一季中稻可达到1200公斤。

“超级稻亩产800公斤才算
及格，1200公斤才是满分”

袁隆平研究杂交水稻的半个多世纪以
来，我国水稻单产不断创出新高。

“第一代杂交水稻是三系法杂交水
稻。 我们获得了全国唯一的特等发明奖，
现在还有将近一半的杂交水稻是三系法

杂交水稻。第二代杂交水稻是两系法杂交
水稻，我们又拿了一个国家科技进步奖特
等奖，超级稻几期攻关成功品种都是两系
法杂交水稻。”袁隆平很自豪地介绍了最新
的纪录， 在云南个旧百亩片平均亩产达到
1152.3公斤，成功突破17吨/公顷（1134公
斤/亩）的攻关目标，高产丘块亩产达到了
1209.5公斤。

1996年，中国超级稻育种计划由农业
部正式立项。担任主帅的袁隆平提出以“形
态改良与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 的水稻超
高产育种理论和技术路线。20多年来，不
仅承担攻关任务的百亩示范片单产纪录不
断刷新， 大面积推广种植的超级稻单产水
平也水涨船高。

在中国， 超级稻亩产800公斤才算及
格，亩产1000公斤打80分，亩产1200公斤
才是满分呢。”袁隆平说起来嘿嘿地笑。

当年曾亲眼目睹路有饿殍， 一直令袁
隆平对吃饭问题看得比天重。 随着超级稻
研究的深入，他提出的“种三产四”丰产工
程历经11年努力， 在湖南累计实施面积
8398.3万亩，按照“单产与项目实施前5年
平均单产比较” 进行计算， 累计增产稻谷
95.46亿公斤。

对刚刚取得突破的第三代杂交水稻，
袁隆平寄予了厚望。“它兼具第一代育性稳
定和第二代配组自由的优势， 将在保障粮
食安全中挑起重担。 荩荩（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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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发行

擦亮爱国奋斗的精神底色

袁隆平：
“高产更高产是永恒的追求”

粮猪生产稳总量提质量

湖南农业发挥“压舱石”作用

创业带动就业成效明显
前三季度，全省新增市场主体54万户，带动城乡就

业100多万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6亿元，直接扶持1.5
万人创业

迸发新动能
———长沙以高质量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上）

■开栏的话
心系天下、以身许国，是知识分子一贯的崇高追求和高尚情怀，是挺立在我国知识

分子内心深处的强大精神支柱。 在三湘热土上， 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怀揣着对国家前
途、民族命运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追求学有所用、报效国家、奉献民族，他们是当之
无愧的时代脊梁。从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民族魂 奋斗曲———时代脊梁》专栏，为您讲
述他们用热血绘就、用奋斗书写的爱国情怀。

� � � � 10 月
14日晚，第
12 届 中 国
金鹰电视艺
术 节 暨 第
29 届 中 国
电视金鹰奖
颁奖晚会在
长沙举行。
图为颁奖晚
会现场。

湖南日报
记者

徐行 摄

民族魂 奋斗曲
———时代脊梁

湖南日报10月14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
恒 易禹琳 ）金鹰高飞，视界灿烂。今天晚
上， 第十二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颁奖晚
会暨闭幕式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省委
书记杜家毫，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李屹，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并为获奖者
颁奖。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视协主席胡占凡，
中国视协名誉主席赵化勇，省领导乌兰、蔡振
红、冯毅、刘莲玉、吴桂英等出席并为获奖者
颁奖。黑龙江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效
廉等兄弟省市领导应邀出席。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也是新中国

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颁奖晚会上，老中青
几代电视文艺工作者通过精彩的节目和深
情的讲述， 充分展现了近年来中国电视艺
术发展成就，彰显了中国电视人不忘初心，
坚定文化自信， 不懈探索电视艺术从“高
原”迈向“高峰”之路的精神风貌。随着晚会
的进行， 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各大奖项
也逐一揭晓。迪丽热巴、丁柳元获得观众喜
爱的女演员奖，张译、李易峰获得观众喜爱
的男演员奖，陈力凭借《海棠依旧》获得最
佳导演奖，申捷凭借《鸡毛飞上天》获得最
佳编剧奖，王绍林凭借《情满四合院》获得
最佳美术奖，智磊凭借《那年花开月正圆》

获得最佳摄像奖。此外，《海棠依旧》荣获最
佳电视剧奖，《白鹿原》《鸡毛飞上天》《绝命
后卫师》《换了人间》《情满四合院》《天下粮
田》《初心》《漂亮的李慧珍》《热血军旗》《春
风十里不如你》《春天里》 等11部电视剧获
评优秀电视剧奖。 备受关注的金鹰节最具
人气男、女演员奖则分别由李易峰、迪丽热
巴获得。本届金鹰节还首次颁发了“中国文
联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著名文
艺评论家李准和剧作家王朝柱获此殊荣。

晚会开始前，杜家毫还会见了李屹一行，
就推动湖南文化强省建设特别是文艺事业发
展进行深入探讨。

第十二届中国金鹰
电视艺术节圆满闭幕

杜家毫李屹李微微乌兰等为获奖者颁奖
●迪丽热巴、丁柳元、张译、李易峰获第2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观众喜爱的演员奖，李易峰、

迪丽热巴分获本届金鹰电视艺术节最具人气男、女演员奖，李准、王朝柱获得“中国文联
终身成就电视艺术家”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