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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汉城、杜近芳、尚长荣、马金凤、蔡正
仁、刘秀荣等同志：

你们好！你们老中青少四代师生的
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学取得的可
喜成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我感到很欣
慰，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工致以诚挚
的问候！

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宝，繁荣发展
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中国戏曲学院
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引导
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优良传统，
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
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为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
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0年10月23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10月23日给中国戏曲学院师生回信，对
他们传承发展好戏曲艺术提出殷切期

望。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老中青少

四代师生的来信，反映中国戏曲学院办
学取得的可喜成果，戏曲艺术薪火相传，

我感到很欣慰，向你们以及全校师生员
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戏曲是中华文化的瑰
宝，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希望
中国戏曲学院以建校70周年为新起点，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师生坚定文化自信，
弘扬优良传统，坚持守正创新，在教学相
长中探寻艺术真谛，在服务人民中砥砺
从艺初心，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
献。

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文化部戏
曲改进局戏曲实验学校创办于1950年，
是新中国成立后由国家举办的第一所戏
曲教育机构。近日，中国戏曲学院一些
师生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
院70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了为繁荣戏
曲事业贡献力量的共同心声。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戏曲学院师生

在教学相长中探寻艺术真谛
在服务人民中砥砺从艺初心

回 信

新华社北京10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25日致电波兰总统杜达，就杜达感染新冠病毒致以慰问。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得知总统先生感染新冠病毒，我谨向你表示慰问，祝你早日康复。

习近平向波兰总统杜达致慰问电

新华社记者 安蓓 陈炜伟 高敬 申铖

金秋的北京，又一次成为全球瞩
目的焦点。

10月26日至29日，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在京召开。

这是意义非凡的高光时刻——
作为重要议题，会议将审议中共

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为未来 5 年乃至 15 年中国
发展擘画蓝图。

这是逐梦未来的重要里程碑——
在“十三五”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

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之际，中国将推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
局、起好步。

百年交汇，谋篇布局。这次会议
的召开和释放的信号，将为中国和世
界发展注入更强大的信心。

凝心聚力，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在鄱阳湖捕鱼20多年后，江西省
南昌市新建区联圩镇下沙头村村民吴
华山“上岸”转行。今年1月1日起，长

江禁渔启动。和吴华山一样转产的渔
民有20多万人。

为全局计，为世代谋。
2016年1月，“十三五”刚刚开局，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
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经
济带发展翻开新篇章。

“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作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
秋大计”，2020年8月31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重
大国家战略加快落地。

理念指引实践，奋斗谱写篇章。
5年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破解

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一场关系我
国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全面开启——

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
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
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

5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发展前景更广
阔——

经济总量接近100万亿元大关，人
均 GDP 跨上 1 万美元台阶，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
定性成就；“十三五”规划主要指标总
体将如期实现，重大战略任务和165项

重大工程项目全面落地见效，中国创
造、中国制造、中国建造惊艳世界；拥
有世界最大规模中等收入群体和上亿
市场主体，中国经济活力迸发，人民获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中国，站在历史的重要关口，机遇
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
荡变革期；

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
来新特征新要求，高质量发展亟待“闯
关”。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编制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五年规划，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方式，
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密码”。

全面总结“十三五”发展经验、准
确体察中国国情、深刻把握发展大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为“十四五”中
国发展把脉定向。

立足当前，倾听人民呼声、汇聚人民
智慧，凝聚起国家奋进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系列座谈
会，直接听取社会各界对“十四五”时
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 ▲

（下转2版）

擘画新蓝图 开启新征程
——写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湖南贫困县多达51个，其中许多
县戴着贫困帽 20 余年，在脱贫路上
苦苦拼搏。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各地扶贫
资金重点扶持种养业，探索产业扶贫
路。省农业农村厅调研显示，种活

“产业树”并不容易，首先要“服水
土”，其次要“勤浇灌”，还要在“链”上
下功夫，才能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考察，首次提
出“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为产业扶贫
指明着力的方向，增添了前进的动力。

7年来，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大力推进产业扶贫，
突出模式创新，提升贫困地区“造血”
能力，带动 350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
取得历史性成就。

一个又一个贫困村，种活“产业
树”，结出“幸福果”。广大贫困户融

入产业链，挑上“金扁担”，奋起“拔穷
根”。

因地制宜，培育扶贫产业带

全省的贫困县，主要集中在武陵
山、罗霄山两大片区。多年来，这些
贫困地区在产业扶贫进程中，遭遇重
重困难：产业难选择，项目难见效，风
险难防范，贫困户难带动……

打赢脱贫攻坚战，首先要根据当地
实际，选准适合贫困农户发展的产业。

2014年，精准扶贫全面铺开。省
农业、扶贫等相关部门遵循“因地制
宜、分类指导”的原则，深入各地调
研，精心编制产业扶贫规划。

按照“差异化竞争、特色化发展”
原则，全省确定优质粮油、特色蔬菜、
优质水果、品牌茶叶、特色养殖、特色
林产品、道地药材、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等扶贫主导产业。

引领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省里

每年安排5亿元项目资金，推广“四跟
四走”模式，即资金跟着穷人走、穷人
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
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确保每个贫困
户至少参与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选择扶贫产业，要以贫困户增
收为目标，要优先扶贫，避免‘扶富’。”
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处长张志龙称，
只有贫困户充分参与，扶贫产业才能
迅速壮大。

2015 年，张志龙带领工作队，驻
桂东县蛟洲村扶贫。工作队选择市
场容量大、家家能实施的“两香四养”
产业，帮扶贫困户种香芋、香菇，养
鸡、养猪、养牛、稻田养鱼，村里的贫
困户都有脱贫项目。

“种香芋、养鸡，看似寻常，却并
不简单。”村里的贫困户方志辉说，工
作队给每户免费提供200只鸡苗，免
费技术培训，防疫有保障，科学养鸡
长得快，自己当年就纯赚5000元，一
年脱贫成典型。

▲ ▲

（下转3版①）

种活“产业树”
喜结“幸福果”

■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
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

■ 产业扶贫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也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
帮助群众就地就业的长远之计。

■ 发展扶贫产业，重在群众受益，难在持续稳定。要延伸产业链条，提高
抗风险能力，建立更加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习近平

经验篇

湖南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风景遍地——敢于创新有“经验”

向计算机产业新高地攀登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向海林 刘满

湘江之滨、岳麓山下，2020 世界计
算机大会正向我们走来。

回望2019世界计算机大会，盛况超
乎预期，10多个国家的106位专家学者
和企业家、513家知名企业、5000多名行
业精英齐聚一堂、碰撞思想，助力计算机
及相关产业做强做优做大。

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更多重量级
嘉宾将到场参会；计算机企业湘军继续
亮相世界舞台；大会也将链接全球资源，
进一步夯实创新创造生态、制造生态、应
用生态，实现湖南计算机及相关产业的
更大作为。

连点成链，湖南计算机产业
规模持续壮大

“产能以每天1000台的增速在快速

爬坡。”10月24日，在比亚迪电子长沙工
厂自动化程度高达 90%的生产线上，一
批批华为手机陆续下线。目前该厂已建
成22条组包线，手机日产能达8万台。

1 天完成工商注册、10 天完成土地
审批转让、120 天完成厂房建设……仅
用了8个月，湖南湘江鲲鹏就落地长沙，
并在今年 4 月下线湘江鲲鹏首台服务
器。

在“龙头”蓝思科技的带动下，230
多家上下游配套企业陆续向湖南转移，
长沙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视窗防护面板
生产及供应基地。

近年来，湖南计算机产业连点成链，
逐步构建起良好产业生态，产业规模持
续壮大，近5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2019年，全省电子信息制造业营业
收入突破2920亿元；今年1至8月，虽受
疫情冲击，仍实现逆势增长，营业收入达
1822.5亿元，同比增长12.7%。

产业规模化发展壮大之下，各细分

领域“百花齐放”。
新型显示器件产业，链式发展正红

火。从入湘12年的蓝思科技，到长沙惠
科光电第 8.6 代超高清新型显示器件生
产线项目，相关产业链上、中、下游在省
内均有布子。2019年，我省新型显示器
件产业链实现销售收入 520 亿元，同比
增长20%，集聚骨干企业40余家。

信息技术应用创新工程产业发展走
在全国前列。具体表现为我省以CPU、
GPU、DSP等为代表的通用芯片“领跑”
行业，全国第二个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区
落户长沙等；相关产业发展形成了“PK”
体系（飞腾CPU+麒麟操作系统）和鲲鹏
计算生态开放联合融合发展的主要特点。

新一代半导体及集成电路产业，正
迎来新一轮高速发展。时代半导体、三
安光电、比亚迪半导体等一大批企业相
继布局三湘大地，构建起该细分领域从
材料、装备、设计到制造应用的全链条。▲ ▲

（下转3版②）

■编者按

2020世界计算机大会将于11月3日至4日在长沙举行。大会是
我省产业领域首个经国务院批准、规格最高的国际性行业盛会，将汇
聚15位院士、1位图灵奖获得者、百余位政企高层，围绕产业生态、计
算芯片、网络安全、5G、工业互联网等热点话题，分享最新的行业创新
成果与产业发展经验。

举办世界计算机大会，对进一步夯实湖南创新创造生态、制造生态、应用生态建设有着重大意义。从今天起，本报将围
绕“计算万物·湘约未来——计算产业新动能”主题推出系列报道，聚焦我省在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优势领域
发展成就，展示湖南在计算机及相关领域的产业特色、技术突破和发展环境，敬请关注。

计算万物
湘约未来
——计算产业新动能

▲ 10月25日，居民在制作花篮。当天是重阳节，长沙市开福区秀峰街道
湘民社区举办“芬芳重阳”主题插花活动，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中华
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10月24日，长沙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老人与蜡像合影。当天，
长沙市的4位老人身着时尚服饰，逛星城、尝美食、拍街拍，体验新时代的
时尚生活。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10月25
日讯（葛辉文 孙玮怿
鲁融冰）金秋十月，以中
联重科建筑起重机械公
司为龙头、上下游产业
链155家配套工程机械
生产企业，在常德高新
区合奏出中国塔机最强
音。中联建起排名全球
工程机械行业第17位，
塔式起重机国内市场占
有率达到 35.5%，是全
球最大单一塔机制造生
产基地。特力液压成为
全国最大的液压油缸生
产企业之一，东鼎动力
的黑色材料发动机缸体
缸盖出口量排名国内第
一。远在河北的雄安新
区建设工地，上千台中
联塔机正在紧张施工，
占据当地80%的市场份
额。

常德市大力实施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战略，着力建设特色园
区，常德高新区围绕建
筑起重机械产业，加大
上下游关键环节的拓
展和完善，培育规模以
上企业58家、工程机械
高新技术企业27家。▲ ▲

（下转3版⑤）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王
文）记者今天获悉，为响应长沙市政府
市场外迁战略布局，长沙红星实业集
团升级搬迁旗下红星农副产品大市
场，在雨花电商物流园斥资百亿元打
造全球农批中心项目，该项目一期将
于2021年1月开门迎客。

该项目为省、市重点民生工程，总
规划用地2000余亩，将分三期开发。

一期为中部果业航母，占地约800亩，
总投资20亿元，规划建设国产水果交易
区、进口水果交易区、车板交易区、采购
停车区、仓储及加工配送区、冷链物流
中心及名优特新产品展示展销区；二期
为“智慧生鲜中央仓”，占地约500亩，
规划建设蔬菜交易区、海鲜水产交易
区、肉食交易区、加工配送区和立体智
能冷库等核心业态；

▲ ▲

（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王琼）10月23日，岳阳
港君山港区 LNG（液化天然气）接收
站子项目加注站在君山区广兴洲镇开
工建设。岳阳 LNG 接收站是清洁能
源项目，总投资20亿元。项目建成后
每年能供气21亿立方米左右，将为我
省能源补给提供重要保障，为长江、洞

庭湖流域船只油改气奠定坚实基础。
近年来，君山区把“守护好一江碧

水、建设好精致君山”作为全区发展总
要求，重点推进建设一批大项目、好项
目。岳阳 LNG 接收站项目经专家对
长江沿线 5 个港区多次比选，选址岳
阳港君山港区广兴洲作业区。▲ ▲

（下转3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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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亿元打造农批中心
红星大市场外迁升级

20亿元建清洁能源项目
岳阳LNG接收站开工，每年可供气21亿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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