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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湖南发声，“湘”约世界。7月25日，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红色热土新征程 中部
崛起新湖南”新闻发布会，湖南走到舞台中
央，向中国与世界展示70年发展成就，向新
朋老友发出诚挚邀请。

7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家底”贫寒，
而今处处新颜———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
康，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从内陆封闭到
创新开放，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70年三
湘大地翻天覆地的巨变， 映射着中华民族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

新时代、新气象。党的十八大以来，湖
南以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一带一部”
“三个着力”“守护好一江碧水”等重要指示
精神为引领， 走出了一条以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子。 湖南发展的
70年，既演绎了自强不息的湖湘故事，也展
现出中部崛起的历史进程。

人民， 是绘就70年湖南发展壮丽诗篇
的决定力量。只有为了人民的发展，方能如
此大气磅礴；只有依靠人民的发展，方能如
此一往无前。

70年风雨兼程，70年奋斗不息。 本报日
前推出的大型系列报道 《岁月留痕 大地印
记———湖南标志性工程巡礼》， 讲述了我们
的父辈在几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创造的一
项项人间奇迹。“北有红旗渠、 南有韶山灌
区”， 半个多世纪前，10万湖湘儿女肩挑背
驮， 只用一年时间便建成这一人工灌溉工
程，让湘中贫瘠地变成丰饶“大粮仓”；从雪

峰山下走出的杂交水稻技术，引发了世界水
稻界的革命，让岁物丰成成为常态。湘西十
八洞村的故事，更是新时代中国精准扶贫奇
迹的一个缩影……三湘儿女凭着“一辈子吃
了几辈子苦”的苦干实干，让“旧貌换新颜”，
拨动着走向富饶美丽幸福的“湖南时间”。

波澜壮阔的发展背后， 蕴藏着改革、开
放、创新的密码。新闻发布厅一旁的湖南展
厅里， 记录着70年来湖南一个个 “高光时
刻”：堪称中国铁路机车发展“活史书”的中
车“联合厂房”里，先后诞生了中国机车、世
界机车的多个“第一”；贴地飞行、领先世界
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见证着一段用5年时间
赶上国外40年的奇迹；从蜚声中外的“电视
湘军”“出版湘军”， 到魅力无限的岳麓山大
学科技城、 活力初现的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的快速发展让人“难以
置信”。踩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鼓点，湖南人的
勤劳和奋斗励志而顽强、鲜活而欢跃，汇聚
成奔腾向前的发展大潮。

“惟进取也 ，故日新 。”创新开放的湖
南，已经并将继续深刻改变自身的面貌。沿
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朝着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奋斗， 湖南必
将迎来更远、更辉煌的未来。

时光易逝，故事常新。湖南是一片有着
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热土， 自带 “敢为人
先” 的创新求变基因。“躬逢盛世， 与有荣
焉”，7300万湖南人民正努力把毛泽东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并为之奋斗的事
业不断推向前进， 让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的愿景一步步成为现实。

品历史跨越 听发展足音

湖南日报7月25日讯 （新华社记者 陈菲
湖南日报记者 贺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23日至25日在
湖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按照党中央部
署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推
动学习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真发
现问题、真解决问题、真推进工作，把主题教
育的成效体现到新时代人大工作中。

湖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资源丰
富。栗战书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的陪同下来
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重温毛泽东
等老一辈革命家在这里学习、 工作和从事革
命活动的经历。他说，回顾我们党98年的光辉
历程， 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在初心和使命上
是一以贯之的， 那就是矢志不渝地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革命传统资源
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要作为开展爱国
主义和党性教育的生动教材， 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学习党的历史、传承革命精神，进一步增
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党和人民事
业不懈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为民服务解难题， 是开展主题教育的重要
目标。栗战书来到株洲市，结合药品管理法的修
订进行立法调研。他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询
问群众看病取药方便不方便、药品价格高不高，
深入医药企业了解药品研发和生产情况， 主持
召开座谈会征求全国人大代表、药品生产企业、

医疗卫生一线工作者和市场监管人员对药品管
理法修订草案的意见， 听取他们对开展主题教

育的感受和建议。他强调，做好立法工作，必须
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回应群众呼声，

维护群众利益，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
反映人民意志、得到人民拥护。

栗战书到省人大机关了解开展主题教育
和地方人大工作情况， 勉励机关干部在各自
工作岗位上践行初心和使命。他强调，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人大工
作始终要坚守的初心和使命。 要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 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作为做好地方人大工作的根本遵循， 按照
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 围绕地方党委
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 结合
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用
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

栗战书调研了解了湖南省委组织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情况。他指出，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调研时提出的“四
个到位”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问题导向，狠
抓整改落实，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贯彻落
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要求，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座谈会上，杜家毫从牢牢把握根本任务,实
行清单管理、一体推进，注重边学边查边改，坚
持两手抓、两促进，加强组织领导、推进责任落
实等5个方面汇报了全省主题教育开展情况。他
表示，湖南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扎实推进四
项重点措施， 从严开好领导班子专题民主生活
会，推动主题教育各项任务具体化、精准化，同
时认真谋划好第二批主题教育， 切实以主题教
育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 以全省改革发展稳定
成果检验主题教育成效。

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
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
（院）长何毅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冯健身， 全国人大宪
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飞， 全国人大教
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谦，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郭振华， 全国人大常
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宋锐参加调研； 省领
导王少峰、胡衡华、张剑飞、刘莲玉、黄关春、
杨维刚、王柯敏、叶红专、周农、李友志分别陪
同调研或参加相关座谈会。

栗战书在湖南调研时强调

牢牢抓住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这一根本任务 把主题教育的成效体现到新时代人大工作中

杜家毫许达哲陪同调研

湖南日报北京7月25日电（记者 贺佳 冒
蕞）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
以“红色热土新征程 中部崛起新湖南”为主
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专场新闻发
布会，来自境内外37家媒体的75位记者参会。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作主题
发布并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回答有关提问。

新闻发布会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局
局长、新闻发言人胡凯红主持。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既融通了湖南的历
史与今天，也彰显了湖南走向更远、更光辉未
来的新气象。” 杜家毫在进行新闻发布时说，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湖南和全国一样，取得了
令人自豪的辉煌成就，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
史巨变，实现了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从百
废待兴到百业兴旺、从内陆封闭到创新开放、
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四个跨越”，三湘大
地处处“旧貌换新颜”。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 湖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
的“精准扶贫”“一带一部”“三个着力”“守护
好一江碧水”等重要指示精神，初步走出了一
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路
子。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的发展愿景， 富饶就是坚持发展为
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力争到建党100周年
时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经济社会发展整体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或地区水平；美丽，就是坚
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使三湘大地山清水
秀、天朗地净、家园更美好；幸福，就是坚持民
生为本， 让全省人民生活更舒心、 工作更称
心、办事更顺心、全社会更有爱心。当前，三湘
人民正满怀信心朝着这个目标迈进，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开启实现基本现代化的新征程。

杜家毫说，70年来，湖湘大地发生的深刻
变化，生动印证了我们国家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 生动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
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改革发展的生动实
践、各项事业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根本在于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科学指引。 湖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以优异成

绩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随后， 中外记者围绕湖南如何在中部崛

起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进开放崛起、保护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
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 加强环境保护和
污染治理特别是“一湖四水”保护治理等踊跃
提问。杜家毫、许达哲结合自身工作思考和实
践，与记者们交流互动、精彩作答。

发布会前，杜家毫、许达哲一行还参观了
现场同步举办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发展
成就展览展示。

红色热土新征程 中部崛起新湖南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杜家毫作主题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许达哲回答有关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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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北京举行以“红色热土新征程 中部崛起新湖南”为主
题的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专场新闻发布会。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7月23日至25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栗战书在湖南
调研。 这是7月23日，
栗战书来到湖南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旧址，
重温毛泽东等老一辈
革命家在这里学习、
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
的经历。

新华社发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词

红色热土新征程 中部崛起新湖南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湖南专场新闻发布会问答实录

奋力开创新时代
退役军人工作新局面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关心退役军人工作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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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记者点赞：
今日湖南“湘”当好看！ 3版 3版

辉煌画卷“展”示新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