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 新湖南大
厦，参赛选手在演讲比赛中
激烈角逐。当天，首届“邮政
杯”湖南日报朗读者大赛总
决赛举行，全省14个分赛场
同时开启决赛视频录制工
作， 近400名参赛选手参与
这场声音盛宴，争当“湖南
日报金话筒”。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朗读者
大赛总决赛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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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距2019中国新媒体大会开幕式

还有 天4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11月19日，首台“长沙制造”格力大型中
央空调下线。同时，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追加投资52亿元，在长沙建设格力电器
冰箱洗衣机生产基地项目， 规划年产冰箱
200万台、洗衣机250万台。这是长沙市以高
质量主题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的一项
新成果。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长沙市委带头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
和省委部署，全市掀起大学习、大调研、大检

视、大整改、大改革热潮。
全 市 共 开 展 各 类 教 育
8800余场次，副县级以上
领导干部都撰写了高质
量调研报告，市级层面共
检视整改问题1002个。全

面对标对表， 聚焦中心工作与突出问题、民
生热点，全面打通学与做、知与行、查与改的
内在联系，以清单化管理、精细化提示、一体
化落实的高质量主题教育， 推动高质量发
展。

聚焦中心工作，经济发展走在前列
10月15日，大飞机地面动力学联合实验

室暨湖南飞机起降系统技术研发平台落户
长沙金霞经开区，为助力智造长沙“飞起来”
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0月17日， 友阿股份与日本7-ELEVEn

成功签约， 全球最大连锁便利店入驻长沙，
再次提升当地消费品质。

今年是省、长沙市“产业项目建设”年。
长沙以主题教育为抓手聚焦中心工作，紧盯
招商履约率、项目开工率、资金到位率、投产
达产率， 推动重大项目建设取得新突破，为
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今年1至10月， 长沙市引进500强项目
36个，总投资623亿元。英国BP石油公司、雪
松控股集团、高力控股集团等，首次落户长
沙。长沙“六大重点片区”（岳麓山国家大学
科技城、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高铁会展
新城、临空经济示范区、湖南金融中心、南部
片区）示范平台作用明显，建设进度、投资
额、引进项目数均超过预期。

11月22日至24日，IEF国际青少年电子竞
技比赛在马栏山举行，其火爆场面预示电竞上
下游生态链将在这里聚集。 荩荩（下转4版①）

宁心

有人问，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为什么跳不
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
为什么总是摆脱不了“呼喇喇似大厦倾 ,昏惨
惨似灯将尽”的历史宿命。明朝皇帝餐桌上的
一盘豆腐或许能回答这个问题。

明初， 朱元璋念及贫贱时想吃豆腐而不
得，进而想到创业艰辛，想到以节俭治天下 。
自此规定每餐必上一盘豆腐， 还明谕后世照
此执行。但到了明末，这盘“豆腐”虽还在 ，原
料却已不是豆子，而是花样翻新的珍馐佳肴。

一
“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 。”“俭节则

昌，淫佚则亡。”“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历览
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这些饱含哲
理的话语， 无不阐明了勤俭与奢逸的利害关
系。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这一传统美德，早已
熔铸进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成为支撑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持久动力。 早在唐尧虞舜之
时，先民就勤以维生，俭以任物 。及至春秋以
降，在历代先贤心中，修身、齐家 、治国 、平天
下都离不开勤俭二字。老子指出 “俭 ，故能广
也”，孔子将“节用爱人”“节俭持国”作为重要
的治国理念，诸葛亮把“静以修身，俭以养德”
作为修身之道，曾国藩将 “家俭则兴 ，人勤则
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作为治家箴言，这些
都深刻影响了后世。

然而， 历史往往并不按照人们预设的道
路和期望的愿景前进。一页页历史翻过，历朝
历代无一不是在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发愤图
强中成就伟业，也无一不是在骄奢淫逸、不思
进取、声色犬马中被取而代之。西晋初期曾出
现过“太康之治”，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治世。但
到后期，举国上下腐败奢靡成风 ，石崇 、王恺
更是上演了斗奢比富的荒诞闹剧， 西晋王朝

因此盛极而亡，仅维持51年。“康乾盛世”之后，
清王朝统治阶层沉湎声色犬马、 骄奢淫逸的
生活，八旗子弟提笼架鸟 、醉享太平 。当八国
联军长驱直入时， 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清兵
竟无力阻挡， 当初能征善战的八旗军的锐气
虎气早已耗散殆尽。

殷鉴不远，来者可追。鲜活的历史告诉我
们，大到邦国，小到家庭，要想兴旺发达、长治
久安，任何时候都要做到安而不忘危、存而不
忘亡、治而不忘乱，永远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二
“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必巨 。”1945年 ，

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报告，
他在回忆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情况时， 特地
引用了 《庄子·内篇·人间世 》 中的这句话 。
1956年， 董必武同志送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的题词也是这句话。2017年， 习近平总书记
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浙
江嘉兴南湖红船时 ， 再次强调了这句话 。如
今，这11个金黄色的大字，在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夺人眼目。

纵观历史，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是否有兴
旺气象，许多时候不是因为其有煌煌之表，而
在于其内在的精气神。 当年， 斯诺到延安采
访，看到毛泽东住窑洞 ，周恩来睡土炕 ，彭德
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做的背心， 他感慨
中国共产党人有一种战无不胜的 “东方魔
力”，断言这是兴国之兆、胜利之本。同样有这
番感慨的还有陈嘉庚。1940年春， 陈嘉庚率团
慰问抗日军民。在重庆 ，蒋介石动用8万元经
费进行接待。不料，陈对这样的奢侈应酬极为
反感，不得不在报纸连登三天罢宴声明。而到
延安后，毛泽东设宴招待陈，不过是窑洞外露

天一席，桌上仅以白饭 、咸菜相待 ，外配一味
鸡汤。 毛泽东抱歉地解释道：“这只鸡是邻居
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 ，送给我的 。”其情其景
让陈嘉庚十分动容。两相比较 ，他作出了 “中
国希望在延安”的论断。

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 从烽火连天
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再到波澜
壮阔的改革开放年代，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作
为我们党的“传家宝”，一代一代接力传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勤俭节
约的传统，他把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作
为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

以行动作号令 ，以身教作榜样 。习近平
总书记率先垂范， 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
定 ，下大气力改进作风 ，正风肃纪 、反对 “四
风”，在许多重大场合反复强调保持艰苦奋斗
精神。他说：“奋斗是艰辛的，艰难困苦 、玉汝
于成，没有艰辛就不是真正的奋斗，我们要勇
于在艰苦奋斗中净化灵魂、磨砺意志、坚定信
念。” 荩荩（下转2版）

切莫丢了艰苦奋斗这个“传家宝”

湖南日报评论员

岳麓山大学城，中建智慧谷11栋裙楼拔
地而起；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有色
金属 、医学医疗 、轨道交通学科群 “院士招
商”“校友招商” 如火如荼；“7.5秒生产一个
防抱死马达”， 博世长沙的智能制造令人惊
叹；而就在几天前，格力“董小姐”在长沙许
下了“投资实现百亿突破”的“小梦想”。

这些场景，都是长沙迈向高质量发展的侧
影。今年前三季度，长沙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速
居全国经济总量前20强城市首位，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增速居全国省会城市第一。新旧动能
转化逐浪而高、营商环境“优而更优”势不可挡、
居民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的背后，是长沙市以高
质量主题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写照。

聚焦“学”与“研”，解决发展中的思想问
题。在主题教育中，长沙市各级“关键少数”
把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带头原原本本
学。党员干部在读书班、主题研讨、红色教育
中升华思想、淬炼党性，敢担当、勇作为的精

气神在全市蔚然成风。
聚焦“查”与“改”，解决发展中的实际问

题。围绕22个工业新兴和优势产业链，以政
策为先导完善产业生态；围绕“价值链”招大
引强，与“三个500强”精准对接，让各种要素
向先进制造业特别是外商投资制造业加快
集聚；以盘活存量资金、处置国有资产、管控
政府投资严控债务风险，以产业扶贫、就业
扶贫推动高质量脱贫，以超严“绿心”问题整
改守护绿水青山蓝天白云，引导主攻力量向
三大攻坚战汇聚；从强力推行“一件事一次
办”“交房即交证”等改革举措，到专项整治
“提篮子” “打牌子”问题，长沙迈向高质量
发展不断有“光环”加持。

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无论是高质量主题
教育还是高质量发展， 最终落脚点都在于增
进民生福祉。 后湖新村立体停车场与农贸市
场无缝对接，洋湖街道引入2.0版菜市场，白果
园化龙池片区有机更新……“一圈两场三道”
建设给长沙市民带来了便捷生活，也“圈”住
了市民的心。学校课后服务破解“三点半”难
题， 浦沅社区和乐健康产业让附近老人颐养

天年，湘雅医院、省妇幼保健院等上下联动解
决人们看病停车难问题……长沙市主题教育
坚持问题导向， 以踏踏实实解决群众最急最
忧最盼的问题赢得市民“叫好”。

在高质量推进主题教育中，“找准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真正把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发展
思路；“在服务群众衣食住行中践行初心使
命”， 真正把初心和使命转化为与困难作斗
争的实际行动；“打通政策落实 ‘最后一公
里’的关键环节”，真正把主题教育转化为解
决问题的重要契机，长沙始终坚持在守初心
中增强发展定力，在担使命中发扬敢为人先
的改革精神， 将主题教育焕发的工作热情，
转化为抓经济、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的强
大动力，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赋能。

第二批主题教育即将进入收尾期 ，但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
恒课题和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 如何巩固、
升华主题教育取得的成果，并切实转化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路径，长沙
的成功探索，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学习。

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张尚武）
2019首届“潇湘茶”文化节今天专场推介潇
湘茉莉花茶。 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仲华在会上
称，茉莉花茶引领消费潮流，将为本土主要茶
类拓宽发展空间，助推湘茶打造千亿产业。

“窨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
省茶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包小村介
绍，“潇湘” 茉莉花茶以高山有机茶作为原
料，选择黄金茶、碣滩茶、古丈毛尖等高端
绿茶作茶坯， 与含苞欲放的茉莉花花蕾拌
拼窨制，成就独有的“第一香”；不单是绿
茶，省内的黑茶、红茶、黄茶等茶类也可窨
制，创新工艺拓宽销路。

近年来，茉莉花茶产销量迅速增长。国
内传统主销区北方市场年增长10%以上；
南方地区作为主产区， 茉莉花茶深受年轻
消费者青睐，市场份额一路上扬，茉莉花茶
的市场总量已相当于白茶的3倍。针对消费

潮流的变迁， 省内茶界专家团队创新茉莉
花茶生产工艺，从“多窨一提”变为“一窨一
提”， 潇湘茉莉花茶口感更加淡雅清新，满
足消费升级的需求。

作为花茶大省，湖南的“潇湘”“猴王”
等品牌花茶一度风靡国内茶市。 上世纪
90年代，湖南40多家茉莉花茶生产企业产
销两旺。 如今， 省政府推进茶叶品牌整合，
“潇湘”作为湖南茉莉花茶的集大成者，旗下
10万亩高标准茶园， 带动大湘西地区10万
户茶农增收。

推介会上，潇湘花茶展播“数码茶园”，
运用数码新技术，实现花茶的产地、制作全
程可追溯，主推产品包括“爸爸的老茶缸”
“好一朵茉莉花”等系列产品，原料全部来
自大湘西有机绿茶。 省潇湘茶业公司董事
长陈德湖称，公司探索出委托扶贫“宝田模
式”，与茶农同甘苦，绽放“第一香”。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廖婕）营收突破千亿元，在湘投资
总额近千亿元，年纳税超30亿元，每年招
收大学毕业生逾3000人。中建五局与湖南
经济社会发展同生共赢， 成为名副其实的
投资、纳税、就业大户。日前公布的“2019
湖南百强企业”，中建五局位列第二，连续4
年蝉联“前三甲”。

作为大型驻湘央企， 中建五局全方位
参与、 服务湖南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凭借
“投资、设计、建造、运营”四位一体的全产
业链优势，布局城市轨道交通、地下管廊、
海绵城市、智慧厂房、装配式建筑等新领域，
极大提升了市场竞争力、影响力。2018年营
业收入突破“千亿大关”，达1026亿元。今

年1至10月， 营收再创佳绩， 同比增长
20.62%。

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 中建五局不
忘国企责任与担当， 坚持以湖南为投资建
设主战场， 截至目前在湘投资总额近千亿
元，是在湘央企投资额最多的企业之一。在
省内14个市州投资建设了一大批惠民生、
有影响的项目，如长沙地铁4、5、6号线，长
沙智能终端产业园， 湘江新区智能驾驶测
试区PPP项目， 岳阳城陵矶综保区年产
1300万台喷墨打印机EPC项目，长沙市地
下综合管廊等。

2018年， 中建五局纳税总额34亿元，
连续11年被评为湖南省纳税信用等级A级
单位。 荩荩（下转4版②）

在湘投资近千亿
年纳税超30亿元

中建五局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带动10万户茶农增收

潇湘花茶绽放“第一香”

初心如炬照征程
——长沙市以高质量主题教育推动高质量发展纪实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记者 张
泉）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明确要
不断改革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
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强化
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平整体提升。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侵权易发多
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权利人维权“举证难、
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
到2025年， 知识产权保护社会满意度达到
并保持较高水平，保护能力有效提升，保护
体系更加完善，尊重知识价值的营商环境更
加优化，知识产权制度激励创新的基本保障
作用得到更加有效发挥。

意见要求， 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戒力
度、 严格规范证据标准、 强化案件执行措
施、完善新业态新领域保护制度。提出加快
在专利、 著作权等领域引入侵权惩罚性赔
偿制度；探索加强对商业秘密、保密商务信
息及其源代码等的有效保护； 加大刑事打
击力度， 研究降低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入罪
标准，提高量刑处罚力度；探索建立药品专
利链接制度、药品专利期限补偿制度；制定
电商平台保护管理标准等。

意见要求，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建立健

全社会共治模式、加强专业技术支撑。优化
授权确权维权衔接程序、 加强跨部门跨区
域办案协作、 推动简易案件和纠纷快速处
理、加强知识产权快保护机构建设。更大力
度加强国际合作、 健全与国内外权利人沟
通渠道、加强海外维权援助服务、健全协调
和信息获取机制。

意见明确，全面加强党对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的领导。 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
知识产权保护属地责任。 各地区各部门
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资金投入力度。
鼓励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先试， 率先建
设知识产权保护试点示范区。 将知识产
权保护绩效纳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
核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确保各项工作
要求有效落实。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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