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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媒体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很高兴向大家介绍湖南的发展情况。 首先，

我代表湖南省委、省政府，向各位媒体朋友长期
以来对湖南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对大家参
加今天的发布会表示诚挚欢迎！

今天发布会的主题是 “红色热土新征程 中
部崛起新湖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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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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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湘大地处处“旧貌换新颜”。

湖南是新中国缔造者毛泽东同志的家
乡，我们在这里举行新闻发布会，首先是不能
忘记毛泽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心血和精力。 70年
来，湖南人民艰苦奋斗，用自己的勤劳智慧改
变湖南的面貌， 告慰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
产阶级革命家。

一是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的跨越。 GDP
总量从1952年的27.81亿元跃升到2018年的3.64
万亿元；人均GDP从1952年的86元增长到2018年

的5.2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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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3年前召开的湖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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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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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的跨越。经过70
年的接续奋斗，湖南经济结构由单一的公有制经
济发展到国资、民资、外资“三足鼎立”，非公有
制企业数量占到全省比重达90%以上，非公有
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接

近60%，创新创业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湖南在
“一穷二白”、 底子薄弱的基础上建立起门类
齐全、实力较强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增加值
达到去年的1.19万亿元， 为1952年的1885倍，
形成了3个万亿级产业、11个千亿级产业、20条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与此同时，湖南农业现
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稻谷 、生猪 、水产品产量
稳居全国前列， 特别是袁隆平先生的杂交水
稻， 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解决粮食问题作
出了重要贡献；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独树一帜，“电视湘军”“出版湘军”“动
漫湘军”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声誉，长沙获评世
界“媒体艺术之都 ”，张家界等旅游目的地享
誉全球。

三是从内陆封闭到创新开放的跨越。70年
来，湖南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从 “关起门
来搞建设”到高水平引进来 、走出去 ，创新开
放不断迈向新台阶、取得新进展。 创新方面，
湖南先后涌现出了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
磁浮技术、“海牛号” 深海钻机等世界先进科
技成果，其中“天河一号”“天河二号 ”超级计

算机曾经是世界计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在
去年召开的全国科技大会上， 湖南获得27项
国家科技大奖、占全国的1/10；长株潭自主创
新示范区、湘江新区 、岳麓山大学科技城 、马
栏山视频文创园建设活力绽放。 开放方面，国
际经贸“朋友圈”拓展至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3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湖南有投资，开放
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 我们成功举办了首届
中非经贸博览会，共有53个非洲国家及10多个
国际组织和机构参会， 推动签署81项合作文
件、成交200余亿美元。许多参会的非洲朋友对
中国发展、 对中国中部地区发展感到非常震
撼， 也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非洲带来了许多
机会，希望进一步加强合作。 创新开放的湖南
正在加速融入世界。

四是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的跨越。 居
民收入明显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
度实现全覆盖，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建成，九年
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
35岁提高到去年的74.7岁， 农村贫困人口从
1978年的4458万减少到去年底的83万。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湘西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后 ，湖
南脱贫步入“快车道”，从2012年底到2018年底
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4万人，平均每年100万人
以上， 减贫总数比丹麦整个国家的人口还要
多。 城乡融合发展加快推进，高速公路覆盖全
省98%的人口， 高铁通车里程位居全国前列，
城 镇 化 率 由 1949年 的 7.9%提 高 到 去 年 的
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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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引，让我们切实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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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7月25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以“红色
热土新征程 中部崛起新湖南”为主题的湖南
专场新闻发布会。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发布
会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 湖南
有基础、有优势、有底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 今年5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促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 、
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再上新台阶作出重大部
署。 我们注意到今天发布会主题也是“中部崛
起新湖南”。 请问湖南将如何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开展工作？

杜家毫：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
南昌主持召开了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作座谈
会，达哲同志和我一起参加了座谈会。 在中部
地区崛起中，湖南有基础、有优势、有底蕴。 具
体有这样几个考虑：

一是加快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
书记一直讲，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脊梁。 湖南
是制造业大省，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形成了
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一大批制造
品牌。 刚才，各位记者在发布厅外看了我们的
展览， 应该对湖南的制造业略有了解。 下一
步，我们主要是抓“两手”：一手抓“优存量”，
立足现有制造业基础， 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
化、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让传统产业“老
树发新芽”，实现技术提升、产品提质、企业提
效。 像湖南工程机械现在普遍采用信息化和
智能化技术，今年上半年三一重工、中联重科
净利润增长都接近100%， 为什么会这么快？
除了国内国际市场需要，与信息化、智能化发
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手抓“拓增量”，积极培
育新的增长点， 扶持壮大电子信息、 高端装
备、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把湖南打造成中部地
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地。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两会湖南代表
团讨论时，对湖南工作提出了“三个着力”要
求， 其中摆在首位的就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近几年，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要
求，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关闭退出小煤矿462处，关停退出散乱企
业3734家，整改退出烟花爆竹企业1180家，株
洲清水塘老工业区261家企业全部关停，有力
促进了新旧动能转换。 下一步， 我们将按照

“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进一步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是坚持不懈地抓创新开放。 湖南创新
有基础、有优势，刚才我介绍了湖南一些创新
的成果，除了这些之外，湖南还有比较雄厚的
科技人才和教育资源。 我们将充分发挥优势，
努力打造中部地区人才高地， 为创新发展提
供人才和教育支撑， 力争为国家突破更多的
“卡脖子”技术。 开放是湖南发展的短板，也是
湖南发展的潜力。 所谓短板，因为湖南作为中
部内陆省份开放程度相对比较低；所谓潜力，
因为现在国家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湖南离广东、离粤港澳大湾区都非常近，开放
发展潜力巨大。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这些优势，
积极承接沿海新兴产业布局和转移， 不断提
升湖南对外开放水平。

四是推进全面小康补短板。 重点是打赢
脱贫攻坚战，湖南还有83万贫困人口，今年我
们将再脱贫60万，到明年全部脱贫。 同时我们
还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污染防治攻坚
战，扎实做好就业、教育、医疗、饮用水安全等
重点领域民生工作， 努力让人民群众有更多
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

把握“一带一部” 战略定位，
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

香港经济导报记者： 我们注意到湖南的
长株潭城市群是战略支点之一， 请问湖南如
何把握“一带一部”的战略定位，发挥自己的
优势和作用？ 下一步如何继续发力，推进长江
经济带建设？

许达哲：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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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战略定
位，为湖南发展指明了方向。 随着改革开放的
深入推进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大力实
施，湖南的区位优势、创新优势、产业优势、生
态优势更加凸显。 区位优势方面，京广、沪昆
两条高铁大动脉在长沙交会， 渝长厦高铁也

将贯穿其中， 全省高铁通车里程已达1730公
里，高速公路也有6725公里，均居全国第4位。
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不断完善， 为湖南开放
发展创造了便利条件。 创新优势方面，湖南有
3所大学跻身“双一流”学校和学科建设，创造
了以超级杂交水稻、超级计算机、超高速列车
为代表的有世界影响的科研成果。 湖南“惟楚
有材”，正大力实施“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着
力引进和培育创新团队、创新型企业。 产业优
势方面，拥有装备制造、农产品加工、材料3个
万亿级产业， 工程机械产业去年主营业务收
入超过全国总量的四分之一，4家企业入围
2018年全球工程机械50强， 长沙国际工程机
械展览会期间， 世界上主要的工程机械企业
都来到了长沙； 轨道交通产业产值规模在全
国名列前茅。 生态优势方面， 森林覆盖率达
59.8%，上半年，我省湘西州、永州、张家界、常
德四个市州进入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国家地
表水考核断面水环境质量前30名。 我们将认
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
精神，抢抓中部崛起战略机遇，把握“一带一
部” 战略定位， 努力打造内陆创新开放新高
地，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

一是加快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 把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好， 做强创
新品牌、放大集聚效应、统筹产业布局，打造
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支撑。

二是狠抓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 引进创新型企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壮
大龙头企业，培育小巨人企业，促进产业链和
价值链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

三是着力打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
洞庭湖很美，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将创建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走好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路子。

四是扩大区域协作。 依托长江“黄金水
道”，实施一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进一步构
筑、完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比如，加快推进
湘赣边区域合作示范区建设， 共同实施好乡
村振兴战略，推进互联互通、政策协调、要素
流动，力争取得更多实质性成果。 我们将实施

“一江一湖四水”系统联治，和兄弟省份共同
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 把长江经济
带建设好、发展好。 荩荩（下转3版）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湖南专场新闻发布会发布词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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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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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人民日报记者提问。

� � � �中阿卫视记者提问。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70年的“4个跨越”

人均GDP从1952年的86元
增长到2018年的5.29万元

2018年，工业增加值达到1.19万亿元
为1952年的1885倍

1/3以上的世界500强企业在湖南
有投资，开放平台数量居中部第一

从2012年底到2018年底累计

减少贫困人口684万人

1 从贫困落后到全面小康的跨越

2 从百废待兴到百业兴旺的跨越

3 从内陆封闭到创新开放的跨越

4 从温饱不足到人民幸福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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