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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陈昂昂）
今天， 省政协文教卫体和文史委员会组织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和省政协委员， 赴长沙
开元博物馆等民办文化场馆，围绕“社会力
量办文化”情况进行集体视察。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参加视察。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
省政协副主席张大方、 秘书长卿渐伟参加
视察。

开元博物馆是湖南省最大的私营博物
馆， 免费展出黄彬荣私人收藏的共三万多
套藏品，其中从东汉到近代的匾额共1000
多方，春秋至民国期间各类银器近万件。

投资1.5亿元的谢子龙影像艺术馆，是

目前亚洲规模最大影像艺术馆之一， 被网
友们称为“长沙‘网红’打卡地标”。开馆以
来，共接待观众55万人次。李微微希望艺术
馆更多地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实现长远发
展，做成“百年品牌”。

李自健美术馆长期展出旅美画家李自
健近五十年艺术生涯的绘画作品。 馆内还
有近6000平方米的临时展览空间，用以举
办各类艺术展览。

“感谢各位企业家和艺术家在公共文
化设施上的投入。”李微微说，各位企业家
和艺术家通过整合各种资源要素， 满足了
人民群众对多元文化的需求， 提升了城市
的文化品位。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何金燕
刘银艳）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湖
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第15场新闻发布
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40年
来全省人社事业改革发展成就。

省委组织部副部长、 省人社厅厅长胡

奇介绍，改革开放40年来，全省人社系统
紧紧围绕“民生为本、人才优先”工作主线，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书写出一幅温暖幸福
的民生答卷。

荩荩（下转3版）
（相关报道见第6版）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湖南日报评论员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总面积
12.1万平方公里， 占全省国土面积一半以上，
和2011年国家设立的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相比，涉及市州更多、覆盖范围更广。与此
相对应，国家发改委印发的《总体方案》明确
要求， 把示范区建成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移“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区、国家
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 支撑中部地区崛起重
要增长极。

站在新起点，怎样再出发？肩负国家赋予
湖南的新使命、建设承接产业转移高地，不是
简单地重复“昨天的故事”。必须紧扣《总体方
案》明确的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 ，
把示范区建设的方向弄清楚、 想明白、 定精
准，加快开放强省建设步伐，推动全省经济高
质量发展。

建设高地，重在突出产业承接重点，释放
更强增长动力。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我省
坚持“一带一部”战略定位，深入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大力推进转方式调结构，全
力以赴抓产业、兴产业、强产业，从装备制造
业 “星光璀璨 ”，到创新创业园区 “135”工程
“硕果摇枝”；从制造强省建设扎实推进，到全
面打造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形成了一

批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 。
特别是湘南湘西地区产业实力显著增强 ，具
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独特优势和良好基础 。
当前，如何把示范区建设的政策“含金量 ”转
化为发展的“新能量”？一方面，要聚焦重点行
业，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有力有序有效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 进一步
强化既有优势、壮大产业规模；另一方面 ，要
瞄准前沿领域，在创新引领、绿色低碳 、共享
经济、中高端消费、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
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建设高地，要在优化产业承接布局，开拓
更好发展前景 。承接产业转移 ，先发地区要
有新作为 ，后发地区也不是旁观者 ，每个市
州的价值都独一无二，每个地区的发展都可
独辟蹊径。示范区涵盖的湘南湘西各市州在
产业上都具备一定比较优势，各地应立足自
身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 ，开动脑筋 、善于借
势、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从中找到承接产业
转移的着力点和主攻点。比如，装备制造、有
色精深加工、资源化工等重化工业及新一代
信息技术产业向郴州、衡阳转移，生物医药 、
纺织轻工、 优势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向永州 、
邵阳 、怀化 、湘西州倾斜 ，现代物流 、高端制
造业生产加工环节、制造业龙头企业向交通
沿线城市和县域特色园区布局。 与此同时 ，

各地应依托龙头企业和资源优势， 瞄准产业
链上下游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招商引资，大
力引进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 民营500强企
业，从而更好地建链、补链、强链，提升产品附
加值， 不仅要把企业引进来， 而且要将产业
“链起来”。

建设高地，贵在推进产业创新升级，谋求
更佳质量效益。 产业转移和技术外溢是经济
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承接产业转移绝不
只是简单的企业搬迁和产业复制， 而是产业
链的再造与升级。 按部就班接收别人不要的
产业，只会永远跟在人家后面，陷入 “引进―
落后―淘汰―再引进”的后发困境。要做到在
发展中承接、 在承接中提升， 大力发展新技
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弥补与高梯
度地区的产业级差， 加快建设国家重要先进
制造业基地。加强与沿海地区的人才 、技术 、
设备等创新要素对接，着力打造成本“洼地”、
服务“高地”和融合“舞台”。

“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示
范区获批，对于地处“一带一部”的湖南来说，
既是好势头，更需好劲头。我们要扎实推进示
范区建设，为构建产业结构优化、开放体系完
善、区域协同联动、行政服务高效 、示范效应
明显的承接产业新格局和支撑中部地区崛起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把示范区建设成为承接产业转移高地
———二论扎实推进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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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 （记者 贺佳 周帙
恒）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在中南林业科
技大学调研时强调，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生态文明思想融汇到
教材课堂上、进入到师生头脑里、体现到教学
科研实践中，始终突出“林”字特色，争创一流
学科， 培养塑造高素质林业人才， 为科教强
省、生态强省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谢建辉参加调研。
来到学校， 杜家毫参观了学校办学60周

年成就展， 考察了经济林培育与保护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 木质资源高效利用省部共建协
同创新中心、 南方林业生态应用技术国家工
程实验室， 详细了解学校历史沿革、 特色学
科、科技攻关、成果转化等情况，勉励学校在
培育发展经济林、促进竹木资源化利用、退化
生态系统修复、 加强湿地技术在水污染防治
中的应用等方面进一步加大科研力度， 加快

成果转化， 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互促
进、相得益彰。

在与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座谈中， 杜家毫
肯定学校60年来改革发展取得的成绩， 以及
为全省林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的积极
贡献。他说，湖南是林业大省，中南林业科技
大学是我省唯一一所以林业为特色的大学，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
和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办学治校育人的根本遵
循，真正入心入脑、见行见效，努力培养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和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的中坚力量。

杜家毫指出，实施“双一流”建设，不是意
味着用一个模式办学， 也不是全面建设各类
学科，而是要扬长避短，在特色学科上争创一
流、彰显水平。要紧扣林业相关学科，沉下心来、
扑下身去，集中力量打造经济林、木材加工、环
境保护、家具设计等一批一流学科、专业和重点

实验室，造就一批名家大师和学科带头人，培养
一批优秀学子，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杜家毫指出， 林业科学是立足大地的学
问，学林的学生在农村有着广阔的发展天地。
要牢牢抓住立德树人这个根本， 大力培育身
心健康、吃苦耐劳、知识专博得兼、实践能力
突出、全面发展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
才， 引导广大学生把自身的理想抱负同改变
农村、林业面貌紧紧联系在一起，更好地丰富
个人阅历、实现人生价值。

杜家毫强调， 要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中找到着力点和发力
处，紧紧围绕林业、环境、生态、材料科学等领
域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助力打好三大
攻坚战，为生态旅游、风景园林、土壤改良、食
品加工等多作贡献。 更好发挥高等教育的辐
射功能和示范引领作用， 当好生态文明建设
的“领头羊”“示范者”。

人社事业书写温暖幸福民生答卷
40年间， 全省从业人员规模由1978年末的2280.05万人

扩大至2017年末的4890.22万人
全省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4711万人；全省专业技术

人才达306万、技能人才达460万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
哈桑纳尔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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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微微在政协委员视察社会力量办文化
活动时要求

进一步引导和鼓励
更多社会力量参与

湖南日报11月19日讯（记者 王文隆）
今天，浏阳市城管局、爱卫办宣告全境“旱
厕清零”。今年,该市“厕所革命”共改造、新
建农户无害化卫生厕所15546座， 目前已
基本验收完毕， 成为全省第一个消灭旱厕
的县（市）。

今年初， 浏阳市将“旱厕清零” 纳入
2018年10件民生实事。通过摸底和建档立
卡， 发现全市尚有农户旱厕逾1.5万座。该
市从3月份起组织培训街道乡镇爱卫办主
任、改厕施工员，成立49个施工队伍进行
统一施工。 荩荩（下转8版）

改造新建无害化卫生厕所15546座

浏阳成全省首个消灭旱厕县（市）

“雅韵三湘·音乐经典”交响音乐会长沙上演
11月19日晚，艺术家们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当天，“雅韵三湘·音乐

经典”巴赫与老柴跨时空的对话———交响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上演，艺术家们精心演绎
巴赫和柴可夫斯基的经典曲目，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听觉盛宴。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龙文泱 摄影报道

开放崛起 五大行动

对接新丝路 推动“走出去”
湘企走出去更加积极主动，出口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蓝山崛起皮具城
民营企业
有力量

杜家毫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调研时强调

突出“林”字特色争创一流
助力科教强省生态强省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艾珍 肖翔 胡远志

时值初冬，气温渐寒，但三湘大地万山红
遍、层林尽染。山野间，橘子红了橙子黄；丰收
后的乡村，处处色彩斑斓。

在推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践行高
质量发展奋进中的湖南， 迎来了一个历史性
的日子———11月10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湘
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总体方案》），此《总体方案》由国家发改
委会同21个部委共同编制， 这标志着湘南湘
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
正式获批。 湖南的经济社会发展又增添了一
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平台！

建设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党中央、国务院赋
予湖南的一项重大光荣使命，也是省委、省政
府牵头谋划推进的重大攻坚任务。

拂面春风好借力，正是扬帆远航时。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这个湖南承接产
业转移的“升级版”，将成为中西部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领头雁”、内陆地区开放合作示范
区、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基地、支撑中部地区
崛起重要增长极。湖南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构
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开创跨越发展新格局！

再出发：
总书记指示领航示范区建设
每一次出发，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11月5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明确宣示：“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开放的脚步不
会停滞！ 中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脚
步不会停滞！ 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脚步不会停滞！”这一重要讲话，把我国对
外开放工作推向新高度。

省发改委负责人表示，示范区的建设，是
湖南贯彻落实开放理念， 推动湖南开放发展
迈向高质量的具体举措。“示范区建设， 从一
开始就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下谋篇布局、
顶层设计的。”

历史时针拨回到5年前的初冬。
2013年11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调

研时， 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
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抓住产业梯度
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
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
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
展新格局。

这其中， 抓住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机
遇， 就是要求湖南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
业转移， 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上更好地发
挥作用。

彼时，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已设立
2年，湘南衡阳、郴州、永州3市，正行驶在外向
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上。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落实“一带
一部”区域定位，必须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创新是湖南发展的最大希望，开

放是湖南发展的必然要求。只有全面创新、深
度开放， 才能在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
梯度发展中、 在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
经济带协同发展中分享经验、聚集要素、抢占
先机、赢得优势。

时序更替，华章日新，奋进者追梦不止。
湖南迎来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的当前，全球经济贸易环境和产业格局正在
发生深刻变化，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受中
美经贸摩擦、要素成本、资源环境约束等多
方因素影响， 正在寻求新的产业承接地；加
工贸易产业正处于是向东南亚等低要素成
本地区转移，还是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十字
路口。

省发改委负责人称，面对国际环境的新
变化、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和产业发展的新
形势，建设示范区，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湖南“一带一部”定位要求的重要支点，也
是提升内陆地区开放水平的重大举措，更是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具体
体现。

今年3月12日， 李克强总理在参加十三届
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要求
湖南带好头，“在开放上走在我国中部和内
陆地区前列”；6月11日至12日， 李克强总理
在湖南考察时明确要求湖南以新旧动能转
换为核心，全力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和发展实
体经济两篇文章，争当承接产业转移的“领
头雁”。

新时代肩负新使命，新起点瞄准新高度。
荩荩（下转2版①）

鲲鹏击浪从兹始
———写在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批之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