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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记者 侯琳良 刘诗瑶 李心萍

青草茵茵， 绿树成荫———踏访浏阳河
“第八湾”，变化打动人心。

3年前，这个湖南省长沙市最大的城中
村还是“蛛网”密布、违建林立，被称为“城
市疤痕”。而今，2000多家视频文化企业注
册落地， 跻身首批国家文化和科技融合示
范基地，2018年实现产值400亿元。

浏阳河在这里拐下第八道弯，这块三
面环水、交通便利的宝贵地块，历经长沙
市史上最大规模拆违之后， 并没有如人
们预测那样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争抢的香
饽饽， 却落子为湖南文创经济增长的新
动力。

变化背后， 是长沙市矢志不移奔向高
质量发展的决心。“长沙的发展要牢牢深耕
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要提速，发展活力
要增强，经济运行指标要更好。”长沙市委
负责同志说。

2018年，长沙市GDP总量突破1.1万亿
元，增长8.5%，其中产业投资占固定资产
投资比重达49.6%， 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增

长11.9%。 一个不沿边、 不靠海的中部省
会，凭什么？

产业发展“滚雪球”效应加速形成
湘江中心，橘子洲景区，智能清捡保洁

机器人一亮相，便吸引了许多游客围观。灵
活向前移动， 遇到空瓶等垃圾， 伸出机械
臂，弯腰、拾捡、扔进身上的圆桶，动作熟练
流畅、一气呵成。

“机器人通过手机云平台操控，一台机
器顶得上4位环卫工人。 目前需要人员现
场操控和维护，5G时代将更智能化。”中联
环境公司曾光博士畅想未来城市生活场
景：夜深人静时环卫机器人开始工作，人们
醒来看到的是干干净净的城市。

当前，中联环境和全国40多个区县签
订PPP模式提供环境服务，行业前景可期。

从传统的装备制造商转向综合服务
商，从单一的工程机械领域跨界环境治理，
今日长沙， 借势智能制造， 融合互联网思
维， 越来越多的工程机械企业站上产业发
展的新风口。

荩荩（下转3版①）

推动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长沙：
站上新风口 激发新动能

� � � � 新华社北京5月20日电 为推动全军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牢固确立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
导地位，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奋
力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业，经中央军委批准，
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编印《习近平强军思
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日前正式
出版发行。

习近平强军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马
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
跃， 实现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又一次与
时俱进。《纲要》由绪论、主体部分、结语组
成，共18个部分、85个条目，全面系统阐述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丰
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是学习贯彻
习近平强军思想的基本教材。

荩荩（下转2版①）

经中央军委批准
《习近平强军思想学习纲要》

印发全军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田拥军）今天，在长沙举办的湖南省重大
项目政银企合作对接会，发布了一批我省今
年计划实施的重大项目。其中，基础设施等
关键领域补短板重点项目148个，总投资1.68
万亿元；“五个100”重大产业项目119个，总投
资4149亿元；省级重点建设项目196个，总投

资9758.9亿元。现场共签约46个重大项目，总
投资额2044.5亿元。

省发改委副主任王亮方介绍， 为加强基
础设施补短板，促进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省直
相关部门和14个市州政府向各金融机构、有
关社会投资方发布推介一批前期工作成熟的
重大项目和配套政策。 荩荩（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

上午， 各民主党派省委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工作座谈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乌兰
出席并讲话。她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充分发
挥多党合作制度优势， 不断提高脱贫攻坚
民主监督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为打好打赢
脱贫攻坚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
贡献。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主
持，副省长隋忠诚出席。

乌兰充分肯定全省脱贫攻坚民主监
督取得的成效， 指出民主监督有力推动
了全省脱贫攻坚进程， 有效促进了民主

党派自身建设， 充分彰显了新型政党制
度优势。她强调，脱贫攻坚越是进入冲刺
阶段，越需要毫不松懈、毫不动摇，越需
要凝聚共识、凝聚合力，越需要更好发挥
民主党派监督作用。要紧扣目标任务，聚
焦监督重点， 围绕脱贫标准、 脱贫质量、
脱贫过程、脱贫“反响”，有针对性开展好
监督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专题研
究，针对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
极建言献策。要发扬优良作风、力求监督
实效，做到敢监督、真监督、勤监督，既当
监督者，又当支持者。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周洁）今天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
行第36次主任会议。 会议决定，5月27日至30
日在长沙召开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副主任刘莲玉
主持会议，副主任杨维刚、王柯敏、叶红专，秘
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陈
文浩列席会议。

荩荩（下转2版④）

�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
员 王祥荣 王雨林） 记者今天从岳阳市生态
环境局获悉，洞庭湖岳阳境内7个国控断面总
磷浓度由2016年0.085mg/L， 下降至2018年
0.067mg/L，水质明显改善，达到考核要求。岳
阳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喻伟民称， 随着洞庭湖
生态环境逐渐修复， 今年初洞庭湖越冬水鸟
达24万只，同比增长6.3%，其中东洞庭湖越冬
水鸟占总数近8成。

岳阳市拥有50%以上的洞庭湖水域。近
年来，该市主动扛起洞庭湖区生态修复责任，
着力进行大规模、 广覆盖、 深层次的生态修
复。 该市积极推进地方环保立法，《城市规划

区山体水体保护条例》 已颁布实施，《东洞庭
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 已获省人大常委
会批准。同时，强化环保监管执法，开展“环保
利剑”等行动，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501起；
推进自然保护区“绿盾2018”专项行动，清查
问题点488个，其中487个已整治完成。

岳阳市强力开展水环境整治， 对43个排
渍口制订“一口一策”整治方案，其中42个完
成整改销号。 取缔湖区非法砂石码头116个，
处理“僵尸船”168艘。率先开展洞庭湖矮围大
整治，201处矮围已基本整治到位。 退养畜禽
养殖7190户314.97万平方米，退养生猪约190
万头。沿江工业园化工企业入驻全部“一脚踩

死”， 已完成35家造纸企业制浆产能退出。目
前，11个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全部建成污水
处理和在线监控设施。

岳阳市还出台《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生态修
复工作方案》，推进东洞庭湖湿地、采砂破坏区
域、湖区砂石码头堆场、黑臭水体周边、退养规
模化养殖场和矿山生态修复。 港口码头复绿
42.3万平方米。扩大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完成还
林还湿1171亩。桃林铅锌矿山青草绿的自然生
态正在恢复；采桑湖生态修复工程已实施水系
连通和湿地恢复、鸟类栖息地保护、湿地保护
能力建设等项目， 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
被誉为“拯救世界濒危物种的希望地”。

大规模 广覆盖 深层次

岳阳科学修复东洞庭生态环境

� � � �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 （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下午，全省投资暨产业项目建设年和
重点建设项目推进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树立信心、坚定决心，
抓重点、抓项目、抓落实，以更加有效的投资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作出应有贡献。

省委常委、省政府党组副书记谢建辉主
持，副省长何报翔通报去年省重点建设项目
责任目标完成情况，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
席。

许达哲指出，过去一年，全省固定资产投
资稳定增长受到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通报

表扬， 今年一季度我省重点领域投资活力继
续增强，有力支撑了经济平稳发展。要学深悟
透、落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六稳”
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稳投资作为
“六稳”工作的重要一环，作为“以稳应变”的
重要一招， 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机制优势， 集中更多资金和要素投入
到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上来， 投入到振兴实体经济尤其是推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上来， 投入到打造内陆创新
开放新高地上来，努力扩大有效投资，促进经
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许达哲强调，要突出重点、精准发力，以
高质量发展要求为导向，坚持发展第一要务，
大力振兴实体经济， 突出产业发展、 基础设
施、开放创新、生态建设、民生保障抓项目，努
力实现产业有进步、 企业增效益、 市场添活
力、财政有税收、百姓得实惠。以稳定扩大有
效投资为目标，着眼基础设施补短板，做好项
目开发储备和项目前期工作，加强项目管理，
加快项目进度，确保完成更多投资实物量；以
优化营商环境为突破口，推广自贸区经验，深
化“放管服”改革，优化法治环境，以优质服
务、优良环境赢得投资信心；以坚强有力的要
素保障为后盾，运用市场的办法筹措资金，保
障土地供应，加强人才保障，破解制约投资和
重点项目建设的要素瓶颈。

许达哲强调，要明确责任、勇于担当，明
确项目把关责任、风险防范责任、项目推进责
任；强化协调联动，围绕重点项目建设的各个
环节，协调联动、共同发力；强化考核奖惩，重
点奖励对提高我省竞争力、 解决脱贫攻坚就
业有重大贡献的项目，营造鼓励真抓实干、以
实绩论英雄的良好氛围。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乌兰在各民主党派省委脱贫攻坚民主监督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发挥监督作用 助力脱贫攻坚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主任会议
决定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于本月27日至30日举行

全省今年投资1.68万亿元“补短板”
实施重大产业项目119个，总投资4149亿元；重点建设

项目196个，总投资9758.9亿元

� � � � 长沙市芙蓉区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

芙蓉“520”，
服务“10万+”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邢骁

兑现2018年度产业发展扶持奖励4115
万元、上线“蓉易办”微信公众平台……5月
20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长沙市芙蓉区
启动“芙蓉520，我来服务您”企业服务日活
动。当天，政府工作人员纷纷涌向区政府会
议中心， 和数百名企业代表互戴红蓝手环
后结对而坐，场面十分温馨。

作为长沙市幅员最小的行政区， 芙蓉
区仅42.8平方公里，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这里
的商事主体数量全市第二， 超过10万个。今
年3月，该区将每年5月20日定为“企业服务
日”，所在周定为“企业服务周”，旨在通过一
系列暖心举措，服务好辖区的“10万+”。

荩荩（下转9版）

地铁4号线
整装待客
5月20日，长沙地铁4号

线碧沙湖站，中建五局三公
司的工程师在检测空气净
化器。 地铁4号线一期工程
将于26日载客试运营。近
日，该公司工作人员对各站
内的空调系统、消防设施等
设备进行最后一轮调试检
修，以确保设备运行万无一
失，为市民提供安全舒适的
乘车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
工作的意见

新华社记者 段羡菊 白田田 阳建

24家全球工程机械50强企业同台亮
相、18万人次观展、现场订单和采购金额逾
200亿元……刚刚落幕的2019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盛况空前。

对于有“工程机械之都”之称的长沙
来说，这如同一场高规格的“主场外交”。
由小到大、 由弱到强、 由国内到国际，长
沙工程机械行业不断探寻世界坐标的经
历，浓缩了长沙走向高质量发展、走向世
界的征程。

看 “定 位 ”：打 造 世 界 级
产业集群

三一集团展区近1万平方米，带来了
68款全系智能产品；“身高”178米的中联
重科ZCC9800W履带式起重机， 成为全
场“最高者”……还有山河智能、铁建重
工等长沙本土工程机械企业， 它们组成
了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最强
参展团”。

“中国本土企业的产品质量真是越来

越好。” 美国凯斯工程机械产品经理马泰
奥·卡洛第一次来长沙，他说，这次展会具
有国际水平， 让他看到了中国本土企业的
强大阵容。

同场竞技的，是众多国际巨头，国际企
业占比超过22%。 其中包括全球工程机械
行业排名第一的卡特彼勒、 全球最大农机
制造商约翰迪尔以及日本的日立建机、德
国的利勃海尔、韩国的现代重工等。

“有为，才能有位。”长沙拥有4家全球
工程机械50强企业以及200多家配套企
业， 其中三一重工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
械制造商。这里，正在打造一个世界级产业
集群。

长沙市工信局的数据显示，2018年，
长沙工程机械产业实现产值约1660亿元，
同比增长8%左右。产品品种占全国工程机
械品种种类的70%， 产值约占全国总量的
23%， 占全球总量的7.2%， 产品覆盖全球
160个国家和地区。

近两年，长沙工程机械企业迎来“高光”
时刻，总体经营状况处于历史最好水平。

荩荩（下转3版②）

长沙：
“工程机械之都”探寻世界坐标

� � � � 许达哲在全省投资暨产业项目建设年和
重点建设项目推进会议上强调

抓重点 抓项目 抓落实
以更加有效的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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