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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恒 承之

今天 ，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
和装备制造产业博览会在长沙隆重
开幕，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湖南。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成为湖南呈现给世
界的 “新名片 ”，彰显出湖南推进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坚定决心和信
心。

无工不富， 无商不活。 时至今
日， 制造业仍然是城市经济发展的
基础。放眼全球，各国都开始重新重
视工业。美国提出再工业化战略，德
国提出工业4.0， 新加坡制造业占
GDP比重达25%。再看我国，过去一
些城市凭借传统制造业表现比较亮

眼， 而如今传统制造业面临成本瓶
颈以及市场饱和约束， 高端制造业
越来越成为城市发展的“明珠”。

最近， 财经媒体推出2018年25
大工业城市排行榜 ，深圳 、上海 、苏
州、天津、重庆、南京等工业城市，通
过技术革新和人才引进， 推进制造
业从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 先进制
造转变， 为工业增长注入了强大动
力。相关数据再次证明，高端制造业
发展得好的城市， 在当前乃至未来
的城市竞争中更具竞争力。

一直以来， 制造业是湖南经济
稳步增长的重要依托， 全省制造业
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超过90%。
一些城市因高端制造业而闻名遐

迩：长沙是享誉全国乃至全球的“工
程机械之都”， 是全国唯一拥有4家
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 ；株
洲的电力机车市场占有率稳居全国
第一， 成功申报轨道交通装备领域
第一家国家级创新中心。 但客观而
言， 我省的制造业整体还有大幅提
升空间。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构
建“四大体系”、打造“五大基地”，就
是湖南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抓手。

高端制造业，核心在“高端”。由
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发展 ，必须扭
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
线 ，推动制造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
提高转变 ， 培育新兴优势产业链 。

面对东部地区产业梯度转移机遇 ，
湖南要以智能制造为总牵引 ，围绕
工程机械、新材料、通信技术、5G产
业链等战略新兴产业 ，着力引进一
批大项目好项目 。面对新一轮科技
革命 ，要加强与国际国内一流企业
与科研院所的深度合作 ，加大对关
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力度 。同
时 ，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越来越
密切， 围绕个性化定制、 人性化需
求 ，制造业在设计 、生产 、管理 、运
营 、维护等方面向智能化转型也大
有可为。

带动产业向“链”的高端和“质”
的高端行进，“湖南智造” 好戏还在
后头。

高端制造业是城市发展的“明珠” 张凤波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把党史当
作一门必修课学好、学深、学透，不仅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回望历史、激发
担当、走向未来的一次心灵交融。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党史学
习，强调“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
丰富生动的教科书”。 方志敏在狱中
写下惊世之作，夏明翰赋诗“砍头不
要紧，只要主义真”，红军战士把仅有
的一条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乡，邓玉
芬把5个孩子送到前线同日寇抗战到
底，焦裕禄用棍子顶着患癌的肝部坚
持工作，这些党史中的人物事迹经常
被总书记举例引用 。2012年 11月 27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信仰的味
道》的文章，文中讲述了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时的一段经历。习近平
总书记不仅把这篇文章剪下收集起
来， 而且还在多个场合讲起这个故
事。

什么是党史？它既是党领导人民
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强起来的
恢弘诗篇，也是一个又一个鲜活故事

串连起来的感人章回。 这些故事，虽
然只是党史中的一个小片断，却让后
人看到了共产党员的信仰，看到了共
产党员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

毛泽东在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中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
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
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 历史是现实
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
昨天。 近百年来党的历史会告诉我
们，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从建党初期的
50多人发展到今天拥有9000多万名
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是
如何把一穷二白的旧中国变成民富
国强的新中国。我们从哪里来、往哪
里去？只有纵观党史、深谙其道，才能
把工作生活中的事情搞明白、 搞出
色。

知其史方能激其志，激其志方能
有担当。当前，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
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
发展时期，作为党员干部应孜孜不倦
地学习党史、学习新中国史，更好地
坚定理想信念，用牢记初心、勇担使
命的实际行动，交出一份不负时代使
命、不负人民期待的优异答卷。

在学习党史中激发责任担当

余明辉

在“房住不炒”政策导向下，“控
房价”已经延伸到了“控房租”。针对
租金上涨， 深圳最近推出一种新产
品———首个“稳租金”商品房塘朗城
广场。位于南山区桃源街道留仙大道
的塘朗城广场，可直接“拎包入住”，
基准租金标准暂为110元 ／月·平方
米 ， 年度租金涨跌幅范围不超过±
5％。准入条件不限深圳市户籍、不设
收入线，只要在深圳市连续缴社会保
险满12个月（不含当月）的人员就可
提出申请。开放网络申请仅一天，239
套房源已经被“抢空”。

“稳租金”商品房的推出，具有多
重现实意义。

有助于对冲高房价压力，降低租
房成本。近期，在国家和地方各级政
府的综合、 分类稳房价政策之下，不
少城市的房价上涨趋势相对已温和
许多， 但房租上涨仍存一定动力。首

个 “稳租金”商品房租赁试点项目落
地，对租赁房源实行“明码标价”，明确
租金上涨幅度与间隔周期， 其目的在
于引导租金中长期稳定， 进而倒逼房
价稳定。“稳租金”商品房的推出，就是
要稳住市民对“住有宜居”的预期。

这样做有助于优化城市发展环
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下半年，国内各
大中城市又发起了新一轮 “抢人大
战”。纵观这些城市的“抢人”优惠政
策，给予不同额度的安家费、购房优
惠、租房补贴等已是“标配”动作。然
而遗憾的是，不少城市商品房租售价
格上涨， 损害了包括人才引进等租房
者在内的切身利益， 短期看阻滞了人
才更好更快地选择、融入城市，长远看
稀释了城市发展的动力和后劲。 深圳
“稳租金”商品房的推出，有利于改善
民生、发展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城市，深
圳“稳租金”的举措，对于其他城市而
言具有参考、启发和借鉴意义。

王志顺

上下班路上学习，在吃饭时间看
视频，出门旅游要不停“打卡”……如
今，追剧时的“倍速模式”已经成为不
少年轻人的生活方式。过着这种“倍
速生活”的年轻人希望尽可能充分利
用每一分每一秒，实现时间使用的效
率最大化。但“倍速生活”也时常让一
些人感觉身心疲惫： 尽管忙忙碌碌，

到头来却没有太多收获。
这种生活在日本被称为 “跑步

人生 ”。有观察者称 ，日本一些企业
的员工， 在车间或店堂里来去必须
用跑步的姿态， 以适应工艺流程的
快节奏 。当然 ，这些企业对员工 “跑
步 ”的要求 ，不是 “快跑 ”而是 “小
跑 ”，是一种介于 “闲庭信步 ”与 “奔
驰冲刺”之间的前进方式。

老是奔驰冲刺， 即使是骏马，也

难以持续。老是踱着方步，则不免沦
为“散淡人”，甚至会蹉跎岁月，难以有
进、难以有成。而“小跑”，则意味着一
种踏实而务实的姿态与心态。正如广
东广西人在提醒别人振作时， 爱说
“脱去你的木屐”； 美国人对潦倒者进
行劝勉时，爱借用足球队友之间的一
句互相鼓励的口头禅，“抽起你的袜
子！”

“小跑 ”的精神状态 ，对年轻人

来说，不但有益于学业与事业，让有
限的时间发挥出最大效益； 于中老
年人而言，也有利于自我身心保鲜，
延缓衰老，祛除迂气与暮气。历史上
很多伟人贤哲和现实中的许多成功
人士 ，都是用 “小跑 ”———紧张而又
从容、振奋而又平和，既有紧迫感又
有镇定感地度过一生。

生活不是追剧， 年轻人别轻易
驶入“倍速人生”的“车道”。须知，保
持“小跑”姿态，把握好工作、生活与
学习的节奏 ，有张有弛 、有劳有逸 ，
方能行以致远。

何不以“小跑人生”替代“倍速人生”

“稳租金”商品房模式
值得关注借鉴

“长江之水东流去，朝起渔船江上聚。日暮江
水空手归，只缘滥捕已无鱼。”一幅漫画中的打油
诗形象描绘了由于长期受到多种人为干扰，当前
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陷入严重衰退的状况。

为此，今年初国家多部委联合印发《长江流
域重点水域禁捕和建立补偿制度实施方案 》。
“2019年年底以前， 完成水生生物保护区渔民退
捕，率先实行全面禁捕；2020年底以前，完成长江
干流和重要支流除保护区以外水域的渔民退捕，
暂定实行10年禁捕。”这些空前严格、正在积极推
进中的长江“10年禁捕”措施，将为长江摆脱“无
鱼”状态带来希望。 文/图 王怀申

新闻漫画

长江全面禁渔
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