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19日 星期六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陈阳

05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苏莉 冒蕞

秋风万里芙蓉国，处处是丰收在望的喜人画
卷。

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省委书记杜家毫、省
长许达哲陪同下，先后来到郴州、长沙等地，深入
农村、企业、产业园、学校等，就统筹推进常态化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谋划“十四五”时
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第 3
次来到湖南考察，是总书记对湖南这片红色热
土的深情关怀和有力指导。“着力打造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关键核心技术必
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总书记亲切的话
语、殷殷的嘱托，回荡在三湘大地，汇聚起磅礴
的实干力量。

湖南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
的亲切关怀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巨大热情和强大
动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
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着力打造“三个高地”，催生高质量
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机遇
和挑战，湖南发展坐标何在？习近平总书记为湖
南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着力打造国家重
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
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

“总书记的到来，让长沙的干部群众备受鼓
舞。”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说，长沙作
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将把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到长沙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坚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最突出的位
置，聚焦打造国家智能制造中心，抢抓数字经济
发展机遇，以智能装备、智能汽车、智能终端、芯
片“三智一芯”产业为主攻重点，以“技术+文创”

“5G+4K”视频产业为特色优势，以产业链为主抓
手，以新区园区为主战场，协同推进“软件业再出
发”，全力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攻坚战、产业链现
代化攻坚战、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全面提升“长
沙制造”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贡献更多“长沙力量”。

“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产业链现代化，为我们牵
住了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牛鼻子’。”省工信厅厅长曹
慧泉介绍，近年来湖南狠抓工程机械等20条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建设，产业基础不断夯实。“我们要牢
记总书记嘱托，瞄准国际一流水平，抢抓数字经济等
发展机遇，在产业发展前沿领域率先探索和布局，精
准补链延链强链，朝着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
地的目标奋力前进。”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连年提升，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达到 6000 多家……省科技厅厅长童旭
东细数这些年湖南创新领域的成绩。他说，创新
是湖湘儿女融入血脉的品格。我们要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的目标，支持前沿科学和重点基础学科研
究，加强战略高新技术研究，加强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和自主产品研发，为筑牢科技创新根基、解
决受制于人的“卡脖子”问题作出湖南贡献。

“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中。”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董事长刘飞香说，铁建重
工将进一步深耕高端地下工程装备制造，加快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努力使中国高端地下工程装备
成为全球产业引领者。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林表示，将加大在颠覆性技
术、关键共性技术和前沿引领技术上的科研创新
投入力度，培育核心科研能力。

“改革是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省发改委
主任胡伟林表示，将聚焦产业转型升级、鼓励科
技创新、扩大高水平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重
点领域，深入研究、精准施策，拿出更加有力有效
的改革举措，不断推动体制机制创新，探索更多
可复制可推广的好经验、新路子，真正以改革激
活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今年上半年，湖南进出口额逆势增长，增速
居全国第三。“总书记对湖南开放发展提出了新
的期许。”省商务厅厅长徐湘平表示，我们将突出
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推进破零倍增、融资支
撑、新业态突破、万企闯国际等举措的复制推广
和落地见效，推进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等开
放平台建设，努力将湖南打造成为内陆地区改革
开放高地。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奏响
乡村振兴奋进曲

收获时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种植大户张有
发望着地里长势良好的小黄姜，满心喜悦。

9月16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沙洲现代农
旅示范基地考察时，和张有发亲切交谈，了解小
黄姜、柰李等农作物生产情况。“总书记鼓励发展
农民合作社，我一定坚持‘产业为本’这条农业发
展路子，继续扩大种植规模。”

“2016年，总书记对湖南作出‘着力推进农业
现代化’的重要指示，这次又对农业农村工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既倍感亲切，又深感责任重大。”
省农业农村厅厅长袁延文说，一定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农业农村
优先发展方针，始终坚持精细农业发展理念，全
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仓廪实，天下安。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粮
食安全，要求扛稳粮食安全的重任，稳步提升粮
食产能。“作为产粮大省，我们一定牢记嘱托，通
过‘四抓四促’，确保实现粮食‘两稳’目标。”袁
延文说。

眼下，正是晚稻抽穗的时节。衡阳县种粮大
户刘准今年在西渡镇流转了 2200 亩水田，主要
种植双季稻。“作为种粮大户，我有责任也有信心
为国家粮食安全作贡献。”刘准希望国家能适当
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贴力度，出台更多扶持政
策，加强技术培训，吸引更多年轻人回乡种粮。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花垣县十八洞村考
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湖南上下
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心用情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51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
来到湖南，为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鼓劲
加油。

得知习近平总书记来湖南考察，十八洞村党

支部书记施金通兴奋不已。如今的十八洞村已成
为全国村级脱贫样本。“脱贫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的起点。”施金通说，接下来要进一步做大做强
十八洞村的特色旅游产业，带领全体村民奔向小
康新生活。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巩固脱贫成果提供了根本遵循。”省扶贫办
主任王志群说，将严格落实“四个不摘”，深入推
进产业扶贫，持续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扶管理，
抓实返贫致贫监测帮扶，紧盯短板弱项，实施精
准攻坚，全力兑现如期脱贫不落一人的承诺。

“脱了贫，不歇气。”溆浦县委书记谢商成表
示，要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的作风，确保剩余贫
困人口全部脱贫，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牢固树立“两山”理念，在生态
文明建设上展现新作为

“真正把生态系统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保
护好”“守护好一江碧水”。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生态文明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此次考
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展现
新作为。

“今年上半年全省空气质量平均优良天数比
例为94.3%，同比上升7.7个百分点，没有一天重
污染天气；全省地表水优良的 I-III 类水质比例
95.9%，湘江流域水质总体为优，洞庭湖区总磷浓
度稳步下降。”谈到环境改善的成果，省生态环境
厅厅长邓立佳如数家珍。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我们要以此为遵循，保持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定
力，坚决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目标任务。

秋日的洞庭湖，水波澹澹，白鹭悠悠，风景如
画。

“今年1至7月，长江干流5个断面水质全部
达到Ⅱ类标准，留住了‘候鸟的欢歌’‘麋鹿的倩
影’‘江豚的微笑’。”岳阳市委书记王一鸥介绍，
近年来，岳阳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
态环保取得明显成效。“我们将以坚如磐石的定
力和久久为功的韧劲，做好洞庭湖生态保护修
复，统筹推进长江干支流沿线治污治岸治渔，做
好渔民转产安置和民生保障工作，用实际行动书
写新时代岳阳发展‘绿色答卷’。”

作为“锦绣潇湘”全域旅游的龙头，张家界每
年接待游客 8000 多万人次，创造了近千亿元的

“绿色财富”。为更好保护生物多样性，目前大鲵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88座水电站已关停退出
了86座。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表示，坚决摒弃

“保护贻误发展”“保护为发展让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等错误思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
系统治理，推动生态系统功能整体性提升，呵护
好三千奇峰、保护好“地上最高绝景”，让全市人
民和国内外游客充分享受“绿色福利”。

“旅游扶贫让许多景区群众的腰包鼓了起来，
也提升了大家的环保意识。”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
司实控人陈黎明深有同感。近年来，雪峰山旅游板块
迅速崛起，“雪峰旅游扶贫模式”惠及10多万群众。
他相信，雪峰山良好的生态，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游
客，旅游带来的效益将反哺生态环境保护，这种良性
循环正是“两山”理念的生动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
理，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这在湖南广大农村
已经成为普遍共识。株洲市石峰区茅太新村党总
支书记张章说，以前环境不好，年轻人都不愿意
留在村里。大力整治环境后，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游客越来越多，农家乐、民宿也火了。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实现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奋斗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
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念
兹在兹的，始终是人民群众，始终是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总书记的民生情怀激励我们进一步做好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省民政厅厅长唐白
玉说，近年来，湖南城乡低保逐步提升，特困供养
水平稳步提高。编密织牢基本民生保障网，民政
人将更加用心用情用力，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体
系，进一步完善低保、特困供养、临时救助等社会
救助制度，畅通求助渠道，优化救助程序，多层
次、全方位保障好困难群众生活。

“总书记专门考察了村级卫生室，对解决‘看
病难、看病贵’问题提出明确要求，为做好卫生健
康工作指明了方向。”省卫生健康委主任陈小春
说，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将把更好地满足群众防病
治病需求作为工作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建设优
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完善公共卫生
和疾控体系，加强传染病等重大疫情应对处置能
力建设和培训演练；全面提升县、乡、社区和村医
疗卫生服务能力；积极争创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来到汝城县文
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和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察
调研，勉励乡村小学生努力成长为中华民族的参
天大树，希望青年学子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
韶华。“总书记对湖湘学子的亲切关怀，彰显了对
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省教育厅厅长蒋昌忠说，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教育
改革，努力推动教育均衡化发展，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进课本、进课堂、进校园，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

基层公共服务连着群众的心。岳阳市岳阳楼
区的社区“三合一”工程、长沙县星沙街道“党群
营造连心工程”……三湘大地上，许许多多有温
度、有成效的基层公共服务举措，提升了老百姓
的获得感幸福感。

“总书记说，基层公共服务要增强为民服务的
精准性和时效性，说到了咱们心坎上。”岳阳楼区吕
仙亭街道工委书记柴石球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
的嘱托，把更多贴心的服务送到居民群众身边。“基
层公共服务的实效检验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长沙县星沙街道党工委书记魏检说，我们将继续提
升基层党建服务水平，提高社会治理服务成效，健
全民生保障服务体系，让老百姓的幸福感在家门口
升级。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彰显着深深的民生情
怀。”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说，在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的征程上，湘潭将全力抓好各项民
生保障工作，通过加快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惠及广
大人民群众，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开心、更加幸
福、更加美好的生活，让共同富裕的道路越走越
宽广。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走好新时代
的长征路

“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大批共产党人在这
片热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英雄壮歌。”走进“半
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沙洲瑶族村，习近平总书记
深情地说，“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我要不断
接受教育，接受洗礼。”

“湖南有近 40 万三湘儿女在历次革命斗
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献出宝贵的生命，镌刻着
红色记忆的革命遗址遗迹多达 2000 余处，蕴
含着许许多多如‘半条被子’的红色故事。”省
委党史研究院院长胡振荣说，我们要深刻学习
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党史
姓党”、培根铸魂，从党的光辉历程中汲取营养
和砥砺前行的力量，用更高质量的党史工作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不懈奋斗。

2016 年以来，韶山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接待
游客 3000 多万人次，党性教育基地培训学员近
20万人次。省韶山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晏晓明
表示，我们要深入挖掘韶山红色教育资源新内
涵，建设好红色文化阵地，让广大群众尤其是青
少年更多地了解党史、军史和中国革命史，推动
红色文化赓续传承，发扬光大。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开馆后，“80
后”妈妈黄立美主动报名成为一名讲解员。她
说：“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要努力把红色经
典故事讲出新的时代内涵，让信仰之火生生不
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湖南师范大学校长刘起军表示，高校工作
者要坚持用伟大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先进的
理论引导和武装青年学子，特别是用红色热土
的精神养分滋养和浸润青年学子，为青年学子
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引导大家坚定“四个自
信”，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贡献智慧
和力量。

“共产党人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
路，都不能忘记红色这层底色。”省委组织部常
务副部长李民说，我们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设在
党的建设中的统领地位，进一步完善政治建设
考察制度体系，抓好思想理论武装这个根本，引
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在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湖南实践中砥砺初心使命。

“总书记在沙洲村对村民们说，‘半条被子’
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共产党员
当成自己人。朴素的话语中饱含对人民的深
情。”衡阳市南岳区岳东社区党总支书记胡义仲
说，作为一名基层党员，我们一定带着感情把基
层工作做得更实更细，真正做到把人民群众装
在心坎里、当成自己人。

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嘱托，7000 多万三湘儿女将以更加奋发有为的
精神状态，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作出湖南贡献！

（参与记者：孙敏坚 易禹琳 张尚武 曹娴
邓晶琎 陈勇 胡宇芬 段涵敏 徐亚平 徐典波
徐荣 曾佰龙 李秉均 周小雷 张颐佳 彭业忠
奉永成 李夏涛 李永亮 张咪 聂沛）

展现新作为 彰显新担当 谱写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在全省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麻阳苗族自治县江口墟镇公馆村的田园风光。 滕树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