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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唐婷）11月3
日至4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
盛来到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走
进高寒山区看望困难群众，实地考察精准扶
贫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他强调，要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以严和实
的作风抓好发展机遇，把省委省政府的各项
决策部署落细、落小、落实，加快脱贫奔小
康。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许又声参加调
研。

“你们日子过得好 ，我心里
就高兴”

贫困地区扶贫工作有什么新进展？产业
扶贫有怎样的新举措？带着这些思考，3日下
午，徐守盛一行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大山
深处的桑植县苦竹坪乡苗儿庄村。

苦竹坪乡平均海拔700米左右，乡亲们
在当地党委、政府的帮助下，依靠独特的水
土资源发展起了千亩油茶+蔬菜套种基地，
产品远销到日本、韩国等地，走出了一条脱
贫致富好路子。

田地里，各类蔬菜长势喜人。 特别是眼
下大量上市的桑植萝卜，已经成为国家地理
标志性保护产品。 徐守盛说，农业企业要和
基地农户“抱成团”，遵循市场规律，加大投
入和科研力度，做强有地理标识的农产品品
牌。

52岁的杜晓冬是村里的困难户，被列为
精准扶贫对象。她热情地邀省委书记到家里
坐。

家里几口人？ 几亩地？ 年收入多少？ 徐
守盛关切地问。

杜晓冬掰着手指给省委书记算细账：靠
政府帮扶，她和老伴在家养猪，还种上了油
茶、青梗菜，一年下来有一两万；儿子和媳妇
经过培训去了外地打工，一年能赚4万多元。
今年一家人的收入能有五六万元，“年底就
能脱贫了！ ”

“通过自己的劳动脱贫，了不起。 ” 徐守
盛真心为杜大姐一家高兴。

常年劳作， 杜大姐有一双粗糙黝黑的
手，她羞涩地想藏起来。 徐守盛笑着说，“我
原来也种过地，和你一样。 ”

“还有什么困难吗？ ”徐守盛问。
杜晓冬说了两个朴素的愿望：希望村里

多发展产业，儿子媳妇可以回来干。还有，村
里种油茶，水源离得远，灌溉用水很不方便。

“农业的命脉在水利。 过去常说，要想
富，先修路。路修好了，还要重点抓好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 ”徐守盛叮嘱当地干部高度重
视解决这个问题，真正帮助村里把产业发展
起来。

“有困难就说出来，我们就是为你们服
务的。 只要你们过得好，我心里就高兴。 ”徐
守盛对杜晓冬说。

临别，杜大姐热情地端出刚出锅的玉米
粑粑。徐守盛品尝后连声称赞“味道好，平时
吃不到。 ”

“明年家里就准备盖新房子，到时候变
化就大了。 ”杜晓冬热情邀请徐守盛再来做
客。

走进64岁的贫困老党员张凤清家中，夫
妇俩给省委书记报喜，在外打工的儿子谈了
个对象，冬天就要回来结婚了。 徐守盛鼓励
他们一家在当地党委、政府帮助下，勤劳苦
干，日子一定能好起来。

调研中，徐守盛与乡党委书记熊东建面
对面交流，详细询问乡干部工作、生活情况。
熊东建告诉省委书记， 自己在农村长大，在
基层工作很安心、很充实。 徐守盛为长期扎
根一线的基层干部点赞，“就是要带着感情
去做群众工作，才会有热情、有激情。 ”

异地扶贫搬迁要 “迁得出、
稳得住、能脱贫、能致富”

大山脚下，12套36-60平方米不等的平
房围成一个小小院子，建成后，厨房、卫生间
和简单家具将一应俱全。

明年初，桑植县凉水口镇李家庄村12户
特困无房家庭就能集中“拎包入住”这种完
全由政府出资建设的“阳光房”。

3日下午，徐守盛走进李家庄村，实地考

察正在建设中的异地扶贫搬迁及阳光房项
目，称赞阳光房“很精致不浪费”，要求进一
步总结经验，向各地推广。

当地政府采用“政府引导、群众自愿、集
中安置”的方式，在距离集镇1.5公里处统一
规划建起安置房，将原本分散在偏远山区的
困难群众统一搬迁下来，通水、通电、通路、
通宽带。 眼下已有32户群众搬迁入住。

徐守盛详细询问户型规划、 资金来源、
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 他说，首先要坚持公
开公平，让老百姓有自主选择空间。 还要正
确引导大家，居住适当宽松一点，给贫困户
一个温暖的家，但不要一味建大房子，造成
浪费，要把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两型理念
渗透到每家每户的生活中。

“扶贫搬迁要迁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能致富。 ”徐守盛反复强调，要有效整合资金
和政策，把扶贫搬迁与新农村建设、城乡统
筹发展、农村危房改造结合起来，在实践中
进一步探索适用实用的扶贫模式；进一步完
善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引导困
难群众因地制宜发展产业，把扶贫扶到老百
姓心坎上。

离开凉水口镇时，夜色已浓。 徐守盛一
行又马不停蹄赶往洪家关白族乡，考察当地
美丽乡村及精准扶贫项目建设。

落细、落小、落实各项决策部署
此行，徐守盛还考察了荷花机场新航站

楼、澧水大桥重建及白马泉高架桥、南门口
特色街区、慈利县职业中学、县城新区等项
目，要求开足马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优化
建设环境，增强项目建设后劲，更好地惠及
老百姓；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科学规划，推
动城市建设和管理升级， 加快旅游产业发
展，挖掘旅游消费潜力，强化旅游安全管理，
提升旅游城市品质。

调研中，徐守盛反复强调，湖南当前面
临很好的发展机遇， 各地要抓住机遇谋发
展， 把省委省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落细、落
小、落实，集中精力、倒排时间、细化责任、自
我加压，全力以赴抓好当前各项工作，确保

“十二五”圆满收官，“十三五”顺利开局。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贺佳 通讯员
田拥军）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创新创业园区

“135”工程现场推进会上获悉，该工程启动实
施一年来， 全省126个创新创业园区共建成标
准厂房1368万平方米，引进企业2133家，直接
带动20.7万人就地就近就业， 为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是指今明两年内，
重点扶持100个省级以上创新创业园区建设，新
建3000万平方米以上的标准厂房， 引进5000家
以上的创新创业企业，走出一条工业兴县、园区
兴工、企业兴园、创新兴企的新路子。省本级通过
筹措30亿元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滚动扶持、
差异补贴等方式，有效调动各地建设标准厂房的
积极性。 截至今年10月底， 分布在全省90个县
（市、 区） 的126个创新创业园区累计投资461亿
元， 建成和在建标准厂房面积已超过3000万平

方米。初步匡算，实施“135”工程将完成直接投资
1200多亿元，并带动相关投资3600多亿元。

“135”工程为企业减少的是成本，培育的
是市场，营造的是环境。 在“135”工程强大的政
策吸引和家乡政府的热情感召下，一大批常年
在外的湘籍企业家携带“资本圈”、“产业圈”和
“朋友圈”，掀起一股湘商资本返乡创业潮。 数
据显示，自“135”工程启动实施以来，全省平均
每天至少有7家新企业入驻标准厂房。 目前全
省标准厂房已使用面积达1341万平方米，引进
企业2133家，意向签约企业1602家。

随着“135”工程的强力推进，各类企业加速
向园区聚集， 县域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县
域经济新增长点不断涌现，更为贫困地区精准脱
贫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以来，大湘西地区已引进
企业420家，解决就业4.5万人，实现从“输血式”
救济扶贫向“造血式” 产业扶贫转变。

湖南日报评论员

“十三五”规划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顶层设计，是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开篇
规划。 学习贯彻五中全会精神的落脚点，就
是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
部署上来，科学谋划湖南“十三五”经济社会
发展。

认清形势、把握趋势，谋定而后动，是未
来五年我们取胜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
提与关键。 今天的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判
断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认识新常态，适
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
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统领湖南
全面建成小康各项工作的大逻辑、总思路。

“势者，因利而制权也”。五中全会提出，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我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这就是我们决
胜第一个百年目标时倚仗的趋势、大势。 全
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也指出，我国
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
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
的严峻挑战。 这些重要论断，是我们科学研
判未来发展形势的理论指导和基本依据。

发展进入新常态，坚定自信、保持定力，
是我们的信心之源。虽然经济下行的压力依
然严峻，但动力转换的亮色、逐渐增加的利
好、 不断积蓄的能量正逐渐显现———3D打
印、工业机器人、住宅工厂等经济新生力量，

正引领湖南产业发展新方向，推动湖南工业
向中高端迈进；计算机通信、医药制造、铁路
船舶及航空航天运输设备制造等新兴战略
产业， 增添了湖南增长动力换挡的亮色；逼
近3万亿元的经济体量， 让湖南经济发展拥
有更强的韧性、潜力与回旋空间，更有能力
烫平经济发展中的波动起伏； 而 “一带一
路”、长江经济带等发展战略，开启了湖南的
机遇窗口；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湘
江新区以及各类开放平台，让我们有了长袖
善舞的稳增长舞台。

新华社北京11月4日电 中共中央台湾工
作办公室、 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 公 室 主 任张
志军4日宣布 ， 经两岸有关方面协商 ， 两
岸领导人习近平、 马英九将于11月7日在新
加坡会面， 就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交换

意见。
张志军强调指出，此次会面双方以两岸领

导人身份和名义举行，是双方商定的。 这是在
两岸政治分歧尚未解决情况下根据一个中国
原则作出的务实安排。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
将在新加坡会面

徐守盛在张家界市调研时强调

抓好发展机遇加快脱贫奔小康

11月3日，
省委书记、 省
人大常委会主
任徐守盛在桑
植县苦竹坪乡
苗儿庄村贫困
户张凤清家中
走访。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坚持以新视野把握新形势
———三论认真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全
省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建设现场推进会在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召开。 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精神，把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与精准
招商、转型升级、创新创业、扶贫开发、“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结合起来，打造全省“双创”动力
的“策源地”，促进县域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加
快全面小康建设步伐。

副省长何报翔作工作报告，副省长蔡振红
主持会议。

杜家毫指出，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的
实施，拉动了投资增长，促进了创业就业，推动
了转型升级， 有力带动了全省稳增长各项工
作。 当务之急、关键之举是要加快引进创新能
力强、成长性好的企业，把已建成的标准厂房
有效利用起来， 进一步促进企业加快聚集、要
素加快集中、项目加快投产，不断做大做强县
域经济，为建成全面小康奠定坚实基础。

杜家毫强调， 推进下阶段创新创业园区
“135”工程建设，要抓好“五个结合”。 一要与精
准招商相结合。 发扬“拼命三郎”精神招商引
资，以“钉钉子”精神抓好项目的跟踪、落地和
服务，加大企业和项目入驻力度，真正想企业
所想、急企业所急，努力营造公开公平公正、亲
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环境。 二要与转型升级相结
合。 通过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实施，促进土
地连片开发、设施共建共享、污染集中整治、服
务统筹协作，推动园区、产业和企业发展上水

平。 高起点谋划一批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资源
精深加工、 新兴产业和新业态培育发展项目，
扶持就业容量大、市场前景广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发展，把标准厂房建设成为以园区主导产业
为核心、 上下游延伸拓展的产业集聚发展平
台，推动产业发展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三要与
创新创业相结合。 整合各级支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政策、资金和项目，鼓励高校、科研机
构、园区及企业共建共享设备、资源和信息，让
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成为全省“双创”的动
力“策源地”。 打好湘情牌、亲情牌，引老乡、回
故乡、建家乡，鼓励湘籍在外人士带资金、带技
术、带项目、带市场回乡创业。 四要与扶贫开发
相结合。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切
实”、“六个精准” 的扶贫工作要求， 促进有资
源、有市场、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加快发展，实现
“输血式”救济扶贫向“造血式”产业扶贫转变。
五要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相结合。 树立正确
的工作导向、用人导向，通过督促检查和工作
落实， 引导各级干部实实在在谋事、 创业、做
人。

杜家毫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
确建设主体责任，加快项目前期工作，加强统
筹协调，确保全面完成创新创业园区“135”工
程各项建设任务。

会上，自治州政府、金荣集团、邵东经开
区、新中合光电科技公司作了典型发言；与会
人员还实地考察了自治州相关企业、标准厂房
和创新创业园等。

杜家毫在全省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建设现场
推进会上强调

加快打造全省“双创”动力“策源地”

全省平均每天至少有7家新企业入驻标准厂房

“135”工程强了县域富了百姓

“快”解民生难题
———长沙市雨花区“民意快线”工程创新群众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刘昌军 熊灿 周红

10月28日，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街道雨新
路社区，风雨中，满含暖意的“580互助联盟”活
动启动。 主办方将组织党员、干部通过满足微
心愿、困难帮扶等5个主题、8大活动，对社区居
民、特别是困难群众开展贴心服务。

今年4月以来，雨花区遍开爱民“暖花”。 针
对群众工作容易出现党员干部下乡“蜻蜓点
水”、帮扶服务“虚多实少”、群众问题“拖而不
决”等实情，该区创新工作思路，实施“民意快

线”工程，引导党员干部全员快速下沉、群众诉
求快速收集、民生问题快速解决，将党的群众
工作做实、做透、做深。

新机制“倒逼”党员干部串家入户
区内干净、整洁，百姓脸上笑意融融。 东塘

街道牛婆塘社区，给人温馨和谐之感。 该社区
下岗职工多、老弱病残人员多、困难群众多，是
全区群众工作“老大难”社区，然而，在不久前
区里开展的民意满意度调查中，该社区在全区
163个社区中排名第一。 这一变化与“民意快
线”工程的实施分不开。 (下转4版)

全面建小康 扬帆再起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诞生记

春色满洞庭
———“十二五”回眸⑨ 筑梦“两型”，花开有声

坚持共享发展，着力增进人民福祉
———六论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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