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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26日讯（记
者 冒蕞 孙敏坚 刘笑雪）今天上
午，怀化西编组站正式开站运营，
近期建成的渝怀铁路增建二线怀
化至梅江段和焦柳铁路怀化至柳
州段电气化改造线路在接入怀化
西编组站后同步开通运营。省委
书记许达哲在怀化出席上述“两
线一站”开通运营仪式并宣布开
通，省委副书记、代省长毛伟明出
席并讲话。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
辉主持，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
剑飞参加，省政协副主席、怀化市
委书记彭国甫致辞，广铁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武勇讲话。

仪式前，许达哲、毛伟明一行
考察了怀化西编组站，了解了“两
线一站”项目有关情况。

毛伟明在讲话中指出，近年
来，湖南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

足“一带一部”战略定位，着力构
建以高铁、高速公路为重点的现
代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高速
公路已覆盖所有县市，环湖南高
铁圈即将形成闭环。此次“两线
一站”铁路项目的开通运营，必
将进一步增强大湘西地区的交
通枢纽优势，更多造福沿线群
众、更好巩固脱贫成果，有力促
进大湘西地区高质量发展。全省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湖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大力实
施“三高四新”战略，谋划、争取、
推进、创造更多“含金量”“含新
量”高的重大项目。要紧紧抓住
国家铁路建设机遇，融入大战
略、打造大枢纽、加快网络化，更
好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有关地方和部门要坚持
高质量管理、高效率运营，充分
利用“两线一站”铁路项目开通

运营带来生产要素聚集的机遇，
真正把项目打造成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重要窗口、提升人民生活
品质的重要载体和培育经济增
长点的重要抓手。

怀化是中东部地区通往大
西南的“桥头堡”。沪昆铁路、焦
柳铁路、渝怀铁路、沪昆高铁、怀
邵衡铁路和在建的张吉怀客专
6 条干线在此交会，构成了怀化
铁路枢纽。随着经济社会不断
发展，怀化铁路枢纽中渝怀、焦
柳等普速铁路运输能力和原怀
化南编组站的编组作业能力日
趋饱和。

“两线一站”开通后，怀化铁
路枢纽功能将更加完善，湘、鄂、
渝、黔、桂边区铁路运力将得到大
幅提升，湖南中西部地区对外运
输能力的紧张状况将得到缓解，
对湘西及西南周边地区的经济建
设与发展将起到有力推动作用。

12月26日，湖南西南部“两线一站”铁路项目（渝怀铁路增建二线、焦柳铁路怀柳电化改造、怀化西编
组站项目）开通运营。图为当日凌晨灯火通明的怀化西编组站。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田文国 摄影报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26
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
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长江保护法、刑法修正案

（十一）、新修订的国防法；决定免去巴
特尔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
务，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
会主任，免去韩长赋的农业农村部部
长职务，任命唐仁健为农业农村部部
长，免去钟山的商务部部长职务，任命
王文涛为商务部部长。国家主席习近平
分别签署第 64、65、66、67、68 号主席
令。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

第64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26 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
2021年6月1日起施行。

第65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长江保护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6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3月1日
起施行。

第66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由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2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
3月1日起施行。

第6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防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
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于2020年12月26日修
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1年1月1日
起施行。

第 68 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0 年
12月26日的决定：

▲ ▲

（下转2版①）

习 近 平 签 署 主 席 令
公布新修订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长江

保护法、刑法修正案（十一）、新修订的国防法等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19.9万！一年来剩余的贫困人口
全部脱贫退出。

1500公斤！一年中杂交稻双季亩
产创历史最高纪录。

2852个！一年内工业“两新一重”
领域诸多投资 5000 万元以上项目新
开工。

178 家！一年里越来越多世界
500强企业在湘投资……

走向岁末，数字里2020年的湖南
成绩斐然，光彩夺目。

12月24日，省委经济工作会议对
2020年的评判认为，总体看主要经济指
标有三个“好于”：好于预期、好于全国、
好于周边，总体呈现稳中有进的态势、稳
中向好的趋势和稳中提质的走势。

为什么说湖南经济三个
“好于”

元旦、春节临近，省内各大工厂车
间纷纷进入“连轴转”模式，赶订单、促
生产，一派繁忙。生产的“火热”从用
电量的飙升上可见一斑，11 月份全省
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

尽管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湖南经
济基本盘仍稳如磐石。前三季度，全省
地区生产总值 29780.59 亿元，居全国
第八位；同比增长2.6%，增速在全国经
济总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中位居第一。

说湖南经济三个“好于”，一看发

展速度。1至11月，我省规模工业累计
增加值同比增长 4.3%、投资同比增长
7.3%、进出口额同比增长9.8%，分别比
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4.7个、8个百分
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连续三个
月实现正增长，尽管累计消费仍略低
于去年同期，但降幅不断收窄，且好于
全国平均水平。

不论在产业发展上，还是“三大需
求”回升上，湖南速度展现出“一马当
先”的好势头。

二看发展质量。从年中到年尾，
互联网岳麓峰会、世界计算机大会、中
国新媒体大会、智能制造大会……以
新经济新业态为主题的行业盛会接二
连三在湖南举行，三湘大地“创新开
放”的热度和高度持续增长。

长沙机场改扩建等一批重大项目
相继启动，全省累计新开工重大项目
6612个，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历史罕见。

前 11 个月，全省 3D 打印设备、集
成电路、智能手表、民用无人机、工业
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产量均增长70%
以上，正是新一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带来的显著成效。

专用设备、通用设备、电子信息等
增加值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对全省
规模工业贡献率接近 70%，标志着智
能制造、工程机械等20条工业新兴优
势产业链迅速壮大，湖南支柱产业转
型升级的步伐正在进一步加快。

致力实现高质量发展，2020 年的
湖南可圈可点。

能否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谋划经济，必须因势而谋、应势而
动、顺势而为。

“经济形势怎么看？我们既要立
足省内，更要放眼全球。”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思路清晰。

从国际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疫情带来的各类衍生风险
不容忽视，加上中美关系等外部环境
变化，我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引进消
化吸收再创新、外资外贸仍面临冲击。

从国内看，经济稳定恢复态势不
断巩固拓展，但复苏基础还不牢固，市
场有效需求仍显疲弱。

从省内看，“六稳”“六保”落实有
力，就业保持稳定，物价总体稳中有
降，市场主体稳步增加，经济稳定向好
的基本面持续巩固。

“总的来说，‘形’有波动，‘势’仍
向好，未来发展面临一系列重大机遇
和有利条件。”

怎样做才能在危机中育先机、于
变局中开新局？

“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坚持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坚持扩大内需战
略基点。”会议提出新的预期目标：制
定略高于全国目标的经济增速预期目
标。

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
命，要求我省努力在中部地区崛起中
走在前列，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多
作贡献，略高于全国目标的增速，能够
较好支撑“三高四新”战略的实施。同
时，略高的经济增速最有利于引导各
方面朝着既定目标加压奋进。

为强化“三高四新”战略导向，我
省将新增五个经济指标，分别是：

增加制造业增加值指标，体现打
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要求；

增加产业投资指标，体现做强主
导产业、壮大优势产业、培育未来产业
的发展导向；

增加数字经济增加值指标，体现
适应新发展阶段、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的导向；

增加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幅
指标，体现对标中央碳达峰、碳中和要
求的工作导向；

增加非税占比指标，体现提高经
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鲜明导向。

湖南经济展现三个“好于”

澎 湃 新 动 能
——株洲市加速新旧动能转换促进高质量发展解码（上）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伟锋 刘永涛

湘江恒流，株洲恒新。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株洲从

清水塘破局做“减法”，向“中国动力
谷”发力做“加法”。这个承载新中
国工业荣光的老工业城市，正从转
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强烈阵痛
中重获“新生”，跃升为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新城，在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中迸发出澎湃新动能。

把握新方位——
不看短期看长远，为

发展闯关，为未来蓄势

清 水 塘 ，曾 是 中 国 版“ 鲁 尔
区”。株洲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初全
国重点建设的八大工业基地之一，
清水塘地区被赋予振兴国家工业的
重任，陆续布局数百家冶炼、化工
厂，株洲由此获得工业化的荣光。

清水塘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使命
与荣光，却也沉积了数十年污染与
落后产能，被拖入“全国十大污染城
市”之列。

当“株洲之光”成为“株洲之
痛”，株洲决策层深思：未来发展新
动力在哪里？

这是刀刃向内的清醒：作为全
国重要制造业基地，传统动能减弱、
创新动力不足、环境承载受限……
新发展理念指引下，株洲明显感受
到发展阵痛。

这是站位更高的前瞻：株洲要
发挥工业优势，为改革探路、为发展
闯关、为未来蓄势，更要在新一轮世
界科技经济竞逐中抢占产业变革制
高点。

“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株洲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转型升级。
只有把握历史新方位，坚持绿色发
展，才能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株
洲市委书记毛腾飞认为，面向未来

布局，不看短期看长远，株洲要夯实
先进制造业基础，下更大力气发展
现代产业。

株洲刮骨疗伤，毅然“换挡”：
2013年以来，株洲向冶炼、水泥、煤
矿、烟花爆竹等污染落后产能宣战，
累计关闭企业2000多家，直接削减
工业产值700多亿元。

喧嚣的老工业基地归于寂静。
株洲在这张难得的“白纸”上悉

心谋划：着力打造山水相依、产城相
融的生态科技新城，创新创业的活
力之城，青山绿水的美丽之城。如
今，清水塘重现活力：昔日的“五彩
河”霞湾港焕然一新，水清岸绿；铜
塘湾保税物流中心(B型)投入使用；
绿地生态智慧科技城、三一能源装
备园建设正酣；轨道交通产业、清水
塘转型产业、口岸物流产业、新能源
汽 车 动 力 产 业 等 产 业 链 相 继 铺
开。 ▲ ▲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评论员

株洲曾是荣光加持的老工业
区，也是处境尴尬的重污染区。是
继续保持粗放式数量型增长，还是
以短期阵痛换取长远发展？如今的
株洲绿色满城，经历破旧立新、凤凰
涅槃后的“中国动力谷”，创造出全
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的“株洲样
本”。透过这座工业城市的满满元
气，更加坚定我们沿着“三高四新”
战略引领的方向，推动经济迈上高
质量发展的决心与信心。

推动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
展，既是现实倒逼下的主动作为，更
是谋划未来的长远之策。习近平总
书记在湘考察时，嘱托湖南“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日前
召开的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
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从“快”字当头的规模扩
张，转向“好”字优先的质量赶超，关
键在于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接续。
这是顺应发展阶段、发展条件、发展
格局变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湖
南经济行稳致远的根本途径。

难走的路是上坡路。让旧动能
退出历史舞台，意味着发展理念的
革故鼎新，承受的必将是“刮骨疗
伤”的阵痛。这些年，清水塘 261 家
企业全部关停退出，每年200多亿元
产值“清零”，但轨道交通、通用航
空、新能源汽车等新动能迅速崛起，
产业结构从以重化工为主平稳转到

以动力谷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新旧动能转换，转出了
一片大有可为的新天地，清水塘蹚
出的这条高质量发展新路子证明，
摆脱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短暂
的阵痛之后，必将迎来大光前路。

近年来，湖南在通往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已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但未来之路依旧任重道远。当前，
旧动能不断减弱，新动能走向成熟
还需要过程。一方面要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腾退化解旧动能；另一方面
要加速培育新动能，既要以“有中出
新”的思路，加速传统产业的更新升
级，又需在“无中生有”的开拓中培
育新兴产业。 ▲ ▲

（下转2版③）

动能转换，转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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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吃福寿面 缅怀主席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蒋睿
通讯员 肖燕

起锅、烧水、炒码、配面、摆桌……12月
25 日 23 时，深夜里的韶山村村部一片繁
忙。

“每年12月26日毛泽东同志诞辰纪念
日前夜，村民们都会自发参与吃福寿面活
动。‘同吃福寿面，缅怀主席情’成为韶山村
多年来的一种习俗。”韶山村党委书记毛春
山介绍，吃福寿面的习俗已经延续了18年。
如今，每年 12 月 26 日不仅在韶山村，韶山
市乃至湘潭市各大面馆、酒店都可以免费
吃福寿面。

12月26日清晨6时，天还未亮，韶山村
村部大楼前灯火通明，近百张桌椅已经摆
放完毕。桌面上，剁椒、花生米、火焙鱼、萝
卜丁等配菜盛得盆满钵满。村部门口，特
意赶来吃福寿面的人排起了长龙。

“福寿面来啦，多吃点，管饱管够！”一
碗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被端上桌，围坐的群
众和游客捧碗而食，有的甚至连汤汁都一
饮而尽。来自贵州的游客谢礼理边吃边
说：“12 月 25 日，我就来到韶山，除了游广
场、看故居，等的就是这碗福寿面。”

早上 8 时，韶山市游客换乘中心、各
宾馆、民宿等福寿面免费提供点，也已人
山人海。《东方红》《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

《毛主席来到咱农庄》等歌曲婉转悠扬，引
得众人哼唱。

今年，为切实做好毛泽东同志诞辰
127周年期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韶山
市在高速公路、核心景区、国道等出入口设
置防疫工作点，对每一位游客的健康码、通
信大数据行程卡、现场测量体温等核准无
误后，方可进入韶山旅游区。为确保交通
顺畅，韶山城区、韶山旅游区部分路段还实
行严格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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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 26
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林俊）娄底海关今
天正式开关运行，我省
海关机构的最后一块拼
图在“湘中明珠”拼上
了！当日，16 吨药用玉
竹、110.96 吨热轧钢板
在娄底海关申报出口。
这是娄底海关开关后的
首批业务。

娄底海关正式开关
运行，标志着长沙海关机
构布局全覆盖和湖南全
方位开放的进一步深
化。2019 年以来，借机
构改革的契机，我省海关
机构的挂牌开关不断加
速。娄底海关开关后，我
省共设有隶属海关 16
个，其中长沙市3个（星
沙海关、长沙黄花机场海
关、长沙邮局海关）、其
他市州各 1 个。与此同
时，原来的 36 个海关综
合业务现场整合为18个，
60个海关监管作业场所
优化整合为25 个，行政
服务大厅均实现“一个窗
口”受理，行政审批事项
实现“一网通办”，55 项
业务实现“多查合一”。▲ ▲

（下转2版④）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6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经表决，任命杜家毫为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杜家毫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陈薇）湖
南广电跨年大事件——“扶贫三部曲”首发
之作、5集电视专题片《从十八洞出发》从今
天开始，连续5天在湖南卫视730黄金档播
出，今晚播出第一集《首倡之声》。湖南都
市频道也于当晚 9 时 30 分同步播出，芒果
TV将于27日起上线。

《首倡之声》是一幅“精准扶贫”从心间到
田间的“全景画卷”，节目从十八洞出发，去到
精准扶贫的孕育地，探究“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方略”的形成过程。该专题片分为《首倡之
声》《精准之方》《时代之魂》《旷世之业》《未来
之路》五集，它首创“访谈+走读+微记录”的创
新模式，巧妙地将理论、电影、新闻、综艺等诸
多手法融汇一炉。它请嘉宾走出演播厅，把
访谈现场设在农家屋场，请嘉宾到乡村走读，
大量插入精准扶贫实践地的生活场景，是精
准扶贫植根大地的“民俗风景画”。

“精准扶贫”从哪儿来？节目先从龙先
兰的微记录缓缓展开，这个十八洞村曾经

的“懒汉”将带你看到他甜蜜蜜的变化。他
准备了一席苗家的最高礼仪——庖汤宴，
只为感谢一个人。他要感谢谁呢？席间，
他还收到了一件从未被曝光的神秘礼物，
那又会是什么呢？

在本期的访谈部分，中国农业大学教
授唐丽霞、吉首大学教授丁建军、青年诗人
戴潍娜将在十八洞村的青山绿水间，和十
八洞村的“网红大姐”石爬专、坐拥价值百
万元农家乐的施成富，一起回忆习近平总
书记来到十八洞村时的种种细节。2013年，
总书记为什么会来到十八洞村呢？总书记
在十八洞村发出“精准扶贫”首倡之声后，
村民们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第一集节目的嘉宾走读来到了“中国
扶贫第一村”福建福鼎赤溪村，歌手黄英作
为走读嘉宾倾情加盟。被习总书记誉为

“扶贫活地图”的王绍据老人作为赤溪村蝶
变的亲历者，讲述了赤溪村由一封信引发
的一段跨越36年的扶贫情。

湖南卫视推出“扶贫三部曲”首发之作

电视专题片《从十八洞出发》
正式开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