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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习近平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
学习宣传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曲 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 （记者 刘文韬
于振宇）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三次会议在长沙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莲玉、黄关春、
王柯敏、周农，秘书长胡伯俊出席会议。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隋忠诚、 省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田立文、 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叶
晓颖列席会议。

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3天，将听取和审
议12项报告，审议、审查7件地方性法规草
案，审议1项决议草案和人事任免案。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小平作的关于《湖南省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
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草案）》的说明。

受省人民政府委托， 省财政厅厅长石
建辉作了关于2018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 省教育厅厅长
蒋昌忠作了关于全省学前教育事业改革和
发展情况的报告，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
文作了关于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的
报告。

荩荩（下转2版③）

新华社北京9月25日电 凤凰展翅， 逐梦
蓝天。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北京大兴国
际机场投运仪式25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出席仪式，宣布机场正式投运并巡览航站楼，
代表党中央向参与机场建设和运营的广大干
部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大兴国际机场能够在不到5
年的时间里就完成预定的建设任务， 顺利投

入运营， 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建筑的雄厚实
力，充分体现了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充分体
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
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新中国70年
何等辉煌！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
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难
以置信的奇迹。奇迹是干出来的，社会主义是
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雄心、有
自信继续奋斗，朝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
前进。实践充分证明，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
一定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韩
正出席仪式并致辞。

9时45分， 习近平来到位于北京市丰台区
的轨道交通大兴机场线草桥站， 考察北京市轨
道交通建设发展情况和大兴机场线运营准备情
况。 连接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和中心城区的轨道

交通专线，一期工程41公里已建成投运。草桥站
把地铁站功能和机场值机功能结合起来， 让乘
客在地铁站内就能实现国内国际值机， 办理行
李安检和托运， 实现了城市交通同机场交通的
无缝衔接，极大便利了广大乘客。

在草桥站进站大厅， 习近平结合展板听
取情况介绍。习近平强调，城市轨道交通是现
代大城市交通的发展方向。 发展轨道交通是
解决大城市病的有效途径， 也是建设绿色城

市、智能城市的有效途径。北京要继续大力发
展轨道交通，构建综合、绿色、安全、智能的立
体化现代化城市交通系统， 始终保持国际最
先进水平，打造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随后， 习近平乘坐轨道列车前往北京大
兴国际机场， 在途中详细询问轨道列车的设
计制造和票价、行李托运、同其他交通线路衔
接等情况。习近平强调，城市现代化要交通先
行，要发挥好大兴国际机场的辐射带动作用，
联通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北京“四个中心”、
雄安新区建设，服务好京津冀协同发展。

金秋的北京，秋高气爽，艳阳高照，阳光
洒在古铜色的航站楼顶，闪耀出熠熠光彩，北
京大兴国际机场犹如一只金凤凰展翅欲飞。

抵达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习近平首先在
综合交通中心听取机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情
况介绍。 大兴国际机场配套建设了现代化的
立体交通体系，不仅在机场内部实现了公路、
轨道交通、高速铁路、城际铁路等不同运输方
式的立体换乘、无缝衔接，而且在外部配套建
设了五纵两横的交通网络。目前，大兴机场高
速、轨道交通新机场线、京雄城际铁路北京段
等已同步开通。 习近平对新机场配套交通设
施建设表示肯定。他指出，建设内外部联通的
综合交通体系，是提高机场运行效率的关键。
要树立先进管理理念，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提
高管理运营智能化、便利化水平。

大兴机场航站楼， 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
的单体航站楼，以其独特的造型设计、精湛的
施工工艺、 便捷的交通组织、 先进的技术应
用，创造了许多世界之最。航站楼里，流线型
的空间结构十分宽敞明亮。 习近平步行巡览
站台大厅和值机大厅，实地了解值机、安检、
登机和残疾人无障碍设施等情况， 并结合沙
盘和模型听取机场总体规划、 设施建设等介
绍。习近平强调，大兴国际机场是首都的重大
标志性工程， 是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干
工程。京津冀三地要抓住机遇加强协同合作，
加快推动地区高质量发展。 民航业是国家重
要的战略产业。 要建设更多更先进的航空枢
纽、更完善的综合交通运输系统，加快建设交
通强国。 荩荩（下转2版①）

邮发代号 41-1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
恒）壮丽七十年，奋斗新时代。今天上午，湖
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在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全面回顾总结70年
来新中国及我省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取
得的伟大成就，展望伟大祖国的美好未来，
进一步动员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努力奋斗。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会上发表讲
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省政协
主席李微微出席。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香、王少峰、
胡衡华、张剑飞、张宏森、李殿勋、刘莲玉、
毕毅在主席台就座。

杨正午、徐守盛、刘夫生、王克英、胡彪
等在职省领导和老同志出席大会。

杜家毫首先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
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向为祖国独立统
一、 繁荣富强建立不朽功勋的革命先辈和
烈士们表示深切怀念， 向全省各族人民致
以节日祝贺， 向解放军驻湘部队全体指战
员、武警官兵和公安干警致以亲切问候。

杜家毫说，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同志
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 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 具有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从
此进入了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回首走
过的历程，70年宛如一部感天动地的进行
曲， 谱写着伟大祖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壮丽篇章。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综合
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今日之

中国，实现了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转变，中
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伟大复兴的
宏伟目标， 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70年犹如一曲荡气回肠的交响
乐， 演绎着三湘大地从一穷二白到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的华丽蝶变。70年的沧桑巨
变，凝结在鱼米之乡的丰硕成果中，镌刻在
锦绣潇湘的广袤大地上， 绽放在三湘儿女
的灿烂笑容里， 今日之湖南， 经济欣欣向
荣，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正以崭
新的姿态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
征程。70年如同一台气壮山河的大合唱，唱
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接力奋斗的长征
组歌。我们走过了一段又一段艰辛的发展历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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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饱不足到人民幸福的历史性跨越；我们经历
了一轮又一轮重大的改革探索，发展环境不
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升级，开始迈向高质量
发展轨道；我们战胜了一次又一次复杂的风
险挑战，铸就了团结互助的品质，强化了不屈
不挠的精神，磨砺了攻坚克难的意志。

杜家毫说，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
程。生长在这一伟大国度，我们倍感自豪；
亲历这一伟大时代，我们倍感荣幸；见证这
一伟大奇迹，我们倍感振奋。任何时候，我
们都不能忘记为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作出
重大贡献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
能忘记为推动改革开放、 实现国家富强作
出杰出贡献的先锋模范； 不能忘记为湖南
发展各个时期挥洒过辛勤汗水、 作出过重
要贡献的历届领导班子及所有参与者、亲

历者、建设者；不能忘记关心、支持湖南发
展的海内外各界人士。

杜家毫指出，70年的壮丽辉煌，蕴藏着
不凡的智慧、 深刻的启示和无穷的力量。
70年的伟大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始
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必须毫
不动摇地坚持和维护党的领导； 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
一选择，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
键一招，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推进改革开
放；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必须毫不动摇
地坚持和巩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杜家毫说，放眼今日之世界，国际形势
风云变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纵观今
日之中国，风雨洗礼中自强不息，正处在走
向民族复兴的关键节点；审视今日之湖南，
机遇和挑战并存， 正处在即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重要阶
段。 重整行装再出发， 更需要我们勇立潮
头、奋勇搏击。

杜家毫强调， 在迈向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 我们要更加自觉地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 切实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 尤其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作
出的“精准扶贫”“一带一部”“三个着力”
“守护好一江碧水”等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
处， 转化为推进新时代湖南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精神动力和实践成果。

荩荩（下转2版②）

习近平出席投运仪式并宣布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正式投入运营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湖南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大会在长举行
杜家毫发表讲话 许达哲主持 李微微乌兰等出席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
举行第十三次会议

杜家毫主持会议

� � � � 湖南日报9月25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 省政府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举行会
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局长张建龙出席，并共同为“中国油
茶科创谷”揭牌。

副省长陈文浩，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总
工程师苏春雨，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会
谈。

湖南油茶产业处于全国前列， 油茶林
总面积达2111.1万亩， 茶油年产量26.2万
吨，产值达450亿元。为推动以油茶为代表
的木本油料产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今年

以来，国家林草局与湖南省多次会商，研究
整合油茶领域资源，打造集产业发展、科研
等功能于一体的平台， 并与省政府签署共
建协议， 明确支持湖南省林业科学院牵头
组建“中国油茶科创谷”，在政策、资金、人
才、平台、项目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会谈中，许达哲说，湖南坚决贯彻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正确把握生态环
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包括林业资源
在内的自然资源保护力度日益加强， 生态
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荩荩（下转2版④）

智能网联 风起长沙 ———写在开放道路智能驾驶长沙示范区启用之际
■社论

6版

9月25日上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机场正式投运并巡览航站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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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与国家林草局举行会谈
许达哲张建龙出席并共同为“中国油茶

科创谷”揭牌

理念变，路径就变
———湖南高质量发展观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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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上午，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投运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宣布机场正式投运并巡览航站楼。这是习近平看望参与机场建设和运营的
工作人员代表，同他们亲切交谈。 均为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