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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俊钧

城陵矶新港区因通江达海、口
岸开放而生， 也必将以改革创新、
口岸繁荣而兴。

近年来，港区着力建设枢纽大
港、千亿园区，真正实现了北通巫
峡，南极潇湘，西接成渝，东连沿海
的开放格局，成为一块创新的试验
田，开放的新高地。

展望未来 ， 一是要以城陵矶
新港区为主体，将岳阳铁路口岸 、

航空口岸等 31.68平方公里纳入
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岳阳
片区申报建设范围 ， 充分发挥城
陵矶综保区作为改革创新前沿阵
地作用 ， 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
内鼓励创新发展 ， 将城陵矶港建
设长江中游区域性航运物流中
心， 加快构建水陆空立体交通网
络，畅通大通道。

二是扩容提质口岸，加快物流
快进快出。主要整合大岸线 ，提升
大功能，建好大港口，延伸出海口。

三是大力招大引强 ， 培育主
体大进大出 。 主动链接长江上下
游，努力虹吸湘鄂赣 ，全面对接长
株潭 ， 打造长江中游区域性物流
中心。

四是优化政务服务，保证物流
优进优出，真正把新港区建成全省
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现
代物流的重要园区，开放型经济的
重要门户。

（作者系湖南城陵矶新港区工委
书记）

曹文辉
推进湖南全面创新 、 全面开

放，不仅需要破解制约创新和开放
的体制机制障碍，同时要善于利用
好外部智慧力量。

新型智库作为专业服务党委
政府科学决策的 “外脑 ”，能够在
破解制约创新和开放的体制机制
障碍方面发挥“显微镜”“预警机 ”
“金钥匙”的重要作用。省委 、省政
府及相关部门可安排专题研究项
目， 委托专门智库机构开展第三

方调查研究 ， 全面评估当前的问
题情况、精心设计改革路径 、提出
有针对性的改革举措 。 相关职能
部门要做好协调服务 ， 确保课题
实地调研、数据获取 、成果报送及
运用反馈的顺畅 ， 必要时可吸收
实际工作部门同志一起参加课题
组。 要注重把用好智库机构与用
好智库机制结合起来 ，通过 “智慧
众筹 ” 把全国智库专家的智慧集
中起来 ， 通过组织召开高水平专
家座谈会 、上门咨询 、远程连线 、

书面约稿等形式 ， 邀请国内外专
家共同为破解制约湖南创新开放
的体制机制障碍 “把脉开方 ”，用
智库的“研值 ”提升湖南创新开放
的“颜值”。

（作者单位 ：湖南省委宣传部
社科规划办）

创新开放大家谈寄达邮箱：
hnrbxwplb@163.com 来稿请注
明“创新开放大家谈”

湖南日报理论评论部

建设长江中游区域性
航运物流中心

夏峰

近年来，湖南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优秀企业和人才扎根落户 。但
是，在局部地区和某些具体项目的
执行上还存在“尊外攘内”的思维。

这种思维在一些招标活动中
表现比较突出：有些地方 、某些部
门总是习惯性地认为，涉及到互联

网、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 ，还是北
上广深的更先进。实际上 ，我省近
年来在创新型人才方面已经有一
定的储备，互联网 、大数据等领域
的研发能力也逐步加强，相关的创
新型企业已经有能力、有实力与国
内先进城市的先进企业竞争。

湖南应进一步解放思想， 开放
观念，打碎传统思维定势，对本土企

业的创新给予更多信任， 进而将一
些具有很强创新能力的湖南本土高
科技企业，打造成湖南的名片，以此
展现开放创新的湖南所具有的发展
潜力， 也以此增强湖南对优秀企业
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 进而提升湖
南在全国乃至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作者系湖南通远网络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

扶持创新企业，不要厚此薄彼

重视智库在创新开放中的作用

荨荨（上接1版②）
基础向好、创新引领促使园

区运营保持良好态势。上半年，
全省园区实现工业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 15986 . 33亿元，同比增长
15 . 6% ；批零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500 . 07亿元，同比增长 29 . 8% 。
其中 ， 汽车制造与销售成为拉

动 园 区 企 业 增 收 的 重 要 因 素 ，
共实现利润 782 . 95亿元，同比增
长 20 . 6% ， 上 交 税 金 近 600 亿
元。

安源会议吹响秋收起义冲锋号

�荨荨（紧接1版①） 因此，安源成为秋
收起义的重点地区之一。

安源本土作家李小建在《安源，
安源》 一书中描述了当时安源工人
渴盼革命的热情：“安源山里布满了
干柴烈火，只待党的一声令下，立即
就会燃起熊熊大火。”

毛泽东与安源渊源深厚。 早在
1921年， 青年毛泽东就来到安源考
察，走遍了安源矿区，下矿井了解工人
疾苦。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描绘
的就是当时的情景。此后，毛泽东多次
赴安源考察，和刘少奇、李立三等一起
领导安源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

1927年秋天，时任中共中央特派
员、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
毛泽东，风尘仆仆从湖南赶到安源张
家湾，这是他第7次来到安源。

是夜， 紧急军事会议在张家湾
路矿工人子弟学校暨工人补习学校
第一校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安源、萍
乡、莲花、醴陵、浏阳等地的党和军
事负责人。

这次会议， 成立了以毛泽东为
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
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计划、暴动路线、
口号等， 设定了白色五角星上缀镰
刀、斧头图案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工
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下辖三个
团，兵分三路，直插潇湘，进攻长沙。

会议当晚， 毛泽东伫立窗前，久

久难以入睡， 挥笔写下那首著名的
《西江月》：“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
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
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
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起义的冲锋号 ，
就此嘹亮吹响

穿越历史，仍能触摸到那颗“跳
动的红心”。

穿越90年风雨，今天的我们，在
安源寻访当年的点点滴滴， 那嘹亮
的冲锋号依然回响在耳边， 久久不
曾远去。

安源军事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
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第一次打
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成为工农
红军的前身， 实现了由党独立领导
和指挥工农革命武装的重大转折。
这也是毛泽东革命生涯的一次重大
转折，是他缔造、组织和指挥人民军
队的伟大开始。

而红色安源， 也因在中国革命
史、党建史、工运史上的一系列开创
性重大贡献而被后人铭记， 被誉为

“中国的莫斯科”。 中国产业工人中
最早的党支部、 中国共产党最早的
党校、 中国工人阶级最早的经济组
织———安源工人消费合作社、 中国
工人阶级最早最大的工会大厦———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一个个中

国革命史上的“之最”，佐证了安源
红色历史的独特魅力。

今天的安源， 精心保存了多处
革命遗址和纪念地。 行走在安源的
大街小巷，仍能时时触摸到那颗“跳
动的红心”。

安源煤矿广场上， 矗立着一尊
栩栩如生的《毛主席去安源》铜像，
永远铭记着一代伟人的历史功勋，
铭记着安源路矿工人为中国革命做
出的贡献。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每
天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上万人
次。感动、震撼、铭记……人们在参
观后写下的留言，贴了满满一面墙。

总平巷井口，小火车不疾不徐地
哐当而过，毛泽东第一次到安源考察
时就住在巷口旁的八方井44号，历经
百年沧桑，这口矿井仍在生产。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仿莫斯
科大剧院风格建造而成， 至今仍是
萍乡、安源一些重要活动的举办地。
7月初，萍乡市委中心组还在此举行
专题学习。

更令人动容的是民间的自发纪
念。68岁的戴希云老人自筹50万元，
建起“平江起义”家庭展览馆，免费
供游人参观。“就是想告诉人们，不
要忘记过去， 传承好革命传统。”老
人朴实的话语，其心可鉴。

伫立在安源山上， 眺望百年老矿
的巨变。历史流转，我们仿佛又看到，
伟人毛泽东亲手组建的中国共产党第
一支工农武装队伍从这里出发， 开上
井冈，转战南北，浴血奋战……

■史料链接

安源会议
1927年8月31日， 毛泽东到江

西萍乡安源张家湾， 在这里召集安
源、浏阳等地党和军事负责人会议，
传达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共湖
南省委关于秋收暴动的决定， 讨论
了平江、 浏阳和安源各地农民暴动
的问题。 安源会议是中国工人运动
同农民运动、 武装斗争三者开始紧
密结合的标志， 它确定组建的工农
革命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前身。

（史料由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
究室提供）

萍乡市安源区，秋收起义军事会议旧址。（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