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评论员

“创新开放的湖南，不仅是一块
发展热土、兴业福地，还有无数惊喜
等待您来发现。”9月12日， 一场以
“新时代的中国：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
为主题的全球推介活动， 让湖南成
了外交部“蓝厅”的“主角”。

创新开放， 是流淌在湖南人血
脉里的精神特质。“心忧天下、 敢为
人先”， 是湖南人世所公认的标签；
100多年前，湖南人发出了“睁眼看
世界”的呐喊，率先行新政、兴实业、
启民智 ，成为 “最富朝气的一省 ”；
毛泽东主席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
豪迈诗句，更是湖南敢闯敢试、敢于
创新求变的真实写照。 新中国成立
后，一部湖南70年砥砺奋进的历史，
蕴含着改革、开放、创新的密码。

明确定位图奋起， 创新开放勇
争先。2013年11月初，习近平总书记
来湘考察时，为湖南擘画了“一带一
部”战略定位；2016年，省第十一次
党代会确立了“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3年来，省委、省政府紧紧扭住
创新、开放两大关键词，实施一系列
重大举措，取得重大成效。

看创新， 湖南坚持以科技创新
为重点推进各领域全面创新， 积极

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加快构建创
新型经济新体系， 全省创新综合实
力、 专利综合实力在全国的排位大
幅提升， 科技进步对全省国民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接近58%； 每万人有
效发明专利拥有量6.34件 ，2018年
湖南获得的国家科技大奖数量占全
国的1/10。创新，为湖南迈向高质量
发展垒筑起坚固的基础。

如今的三湘大地， 处处涌动着
创新的活力。 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
区、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马栏山
视频文创园活力四射，超级杂交稻、
超级计算机、高速轨道交通等“湘字
名片”惊艳世界，3个万亿级产业、20
条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澎湃着创
新的动力源。

说开放，这些年，湖南展开“五
大开放行动”， 加速承接产业转移，
努力将“一带一部”战略定位转化为
发展新优势；实施“引老乡回故乡建
家乡”，推动“湘品出湘”“湘企出境”
“万商入湘”。如今的湖南，以更高的
视野、更实的行动、更宽广的舞台拥
抱世界。

伴随湖南经济加速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创新开放正成为驱动发展
的澎湃动力。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2日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 瞻仰双
清别墅、来青轩等革命旧址，参观香山革命纪念馆，观
看《为新中国奠基》主题展览，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夺取全国胜利和党中央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光辉历史， 缅怀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
绩。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紧
密团结起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开拓创新，
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
巩固好、发展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参
加活动。

初秋的北京，气候宜人，喜庆祥和。12日下午，习近平
从中南海乘车来到位于北京西郊香山公园内的香山革
命纪念地视察。习近平首先来到双清别墅，瞻仰毛泽东
同志当年办公居住的地方。修缮一新的双清别墅，保持
了原有风貌，绿树成荫，格外幽静。别墅内，办公室、会客
室、卧室、饭厅的家具陈设，床上的书籍和墙上的《中国
解放区现势图》、《最新北平大地图》等的摆放，都一如原
样。习近平仔细察看，不时询问历史细节，对别墅的维
护、修缮和文物保护表示满意。

接着，习近平步行来到不远处的来青轩，瞻仰了
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的办公居住地，同大
家一起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香山工作生活情况。

离开来青轩， 习近平来到香山脚下的香山革命纪
念馆， 参观了《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
山》主题展览。新建成的纪念馆庄重大气，“四梁八柱”的
雨棚造型寓意党中央在香山为新中国搭建四梁八柱。
28根廊柱，象征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到建立新中国28年的奋斗历程。南广场上矗
立着高19.49米的国旗杆，寓意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于1949年。主题展览由“进
京‘赶考’”、“进驻香山”、“继续指挥解放全中国”、“新中国筹建”、“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永远奋斗”5个部分组成，按历史脉络，通过800多张图片、报照、地图、表
格和1200多件实物、文献和档案，全景式生动呈现中共中央在香山期间领导全
国各族人民，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
的光辉历程。

习近平走进纪念馆，认真听取了每一个单元的讲解。正在播放的《北平和平
解放》、《西苑机场阅兵》、《开国大典》等珍贵影像纪录片，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
他驻足观看，不时同大家交流，回顾当年党中央进驻北京的历史细节。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进驻北京香山示意图和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等专题展柜，习近平仔细听取介绍，对当年党中央筹建新中国的历史感慨
良多。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在纪念馆序厅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表示，1949年3月23

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25日
进驻北京香山，这里成为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毛泽东、
朱德同志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吹响了“打过长江
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
拉朽之势向全国各地胜利大进军， 彻底结束了国民党
在大陆的统治。在这里，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论人民民
主专政》， 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在这里，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共同筹备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制定通过了起到临时宪法作用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定了新中国
的国体和政体，制定了一系列基本政策，描绘了建立建
设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习近平指出， 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
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
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 是中国革命
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习近平强调，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
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的革命到底精神， 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勇于进行具有许
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坚决战胜前进道路上的
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国号”这艘巨轮继续破浪前进、扬
帆远航。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
扬老一辈革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革命情怀，
始终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紧密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
生活。

习近平指出，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进取精神，永葆党的
先进性和纯洁性，以“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答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
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丁薛祥、陈希、蔡奇、尤权，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北京市有
关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习近平在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
满怀信心继续把新中国巩固好发展好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 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湖南已累计减贫4375万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8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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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湖南成就权威发布

� � � � 湖南日报北京9月12日电（记者
贺佳 冒蕞） 在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今天下午，以“新时代
的中国：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为主题
的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在外交
部蓝厅举行。来自145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220位驻华外交官和国际组
织代表、世界500强企业负责人等齐
聚一堂， 分享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
湖南成就， 了解创新湖南的精彩故
事，领略开放湖南的无限魅力。国务
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出席主
题推介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进行推介，外交部党委书记
齐玉出席。

菲律宾驻华大使桑塔罗马纳、
乌干达驻华大使吉永嘉致辞。 外交部
副部长马朝旭，省领导乌兰、谢建辉、
张剑飞、陈飞、彭国甫，中央有关部委
和兄弟省区市有关负责同志出席相
关活动。

王毅在致辞中说，湖南作为中国
的重要省份，在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
发展进程当中始终占有特殊地位。湖
南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从这片红色的
土地， 走出了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
毛泽东同志等一大批为国为民的革
命家，30多万三湘儿女用自己的宝
贵生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民族的解
放立下了不朽功勋。湖南是改革开放
的缩影，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努力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湖南
是脱贫发展的典范，2013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重要理念，湖南减贫事
业从此步入“快车道”，人民生活水平
得到显著提高。

王毅说，7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
天安门城楼用浓郁的湖南乡音向全
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
站起来了”。这个声音至今震撼着每
一个中国人的心灵， 激励着中华民
族为实现复兴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70年的成就证明，中国选择的道路
是正确的， 这条道路就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70年的成就证明， 中国的发展
是世界的机遇。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始终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坚持
维护既有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坚

持推进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 致力
于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基础上与
各国共同发展。

王毅指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全球性挑战日
益增多，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以及强
权政治重新抬头，严重威胁着世界的
稳定与发展。新形势下，任何国家都
不能独善其身，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尊重彼此发
展道路，做大互利合作蛋糕，维护国
际公平正义， 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持
续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国愿意为
此作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杜家毫在致辞中说，湖南是毛泽东
主席的家乡，历史文化悠久、物产资
源丰富、自然风光秀美。新中国成立
70年来， 湖南和全国一样， 取得了
令人自豪的发展成就。 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
我们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让创新和开放如车之双轮、鸟之
双翼驱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创新
开放是流淌在湖南人血脉里的精神
特质， 伴随湖南经济加速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创新开放正澎湃在这
一壮阔的时代大潮中。

荩荩（下转2版①）

创新开放，
湖南魅力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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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视察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这是习近平瞻仰双清别墅。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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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以“新时
代的中国：创
新湖南 融入
世界”为主题
的外交部湖南
全球推介活动
在外交部蓝厅
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外交部湖南全球推介活动在京举行

新时代的中国：创新湖南 融入世界
王毅杜家毫致辞 许达哲推介 齐玉乌兰出席

看驻华使节们点赞湖南

一“展”70年，
湖南向世界递交多彩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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