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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姚学文

不忘来时路，起航新征程。

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之际，2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提出明确要求，引发我省广大基层党员干部

群众广泛热议。

大家表示，一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为遵循，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不断从党

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

新时代的精气神，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

接建党一百周年。

在全党开展党史教育正当其时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历来重视党史

学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

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

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开展党史

教育提供了根本遵循、激发了强大动力。”长沙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敏说，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提出

了一系列要求。在迎接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

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

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正当

其时，十分必要。

“学习党的光辉历史，就是要让历史告诉

未来，让后人铭记先辈，在学习教育中增强理

想信念，以更坚定的信心走向未来。”怀化市文

联党组书记杨少波说，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

今后要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努力创作更多的像

电视剧《通道转兵》这样有温度、接地气、有情

怀的红色作品，为建设现代化新湖南贡献怀化

文艺家的智慧和力量。

“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

族。”湖南工学院党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袁勤

表示，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高校要牢牢

抓住历史机遇，利用学校丰富的教育教学资

源，在青年学生中深入开展党史教育。通过学

习教育，增加学生的党史知识，增强对党的情

感，更加坚定跟党走的信心信念。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

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

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党史教育也要不

断创新。”衡阳市珠晖区委书记刘桢干说，将以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为指引，坚持用党的创新

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通过学

习，使党员干部不断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

量，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认识，特别是要结合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历史性变革的进程，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

的创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党的光荣传统和

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怀化市供销合

作联合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李基联说，怀

化市供销联社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认

真学习党的百年历史，全面加强对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研究，从中汲

取奋进的力量，努力在推进农村“三社合一”综

合改革、乡村振兴中作出应有贡献。

宜章县天塘镇党委书记欧阳云涛表示，理

论在创新，时代在发展。只有不断坚持学习党

的历史、党的创新理论，才能克服本领恐慌，不

断提高政治素养、文化品格和专业素质。

祁阳市大村甸镇党委书记汪建军表示，将

以镇党校和各村教学点为阵地，严格落实“三会

一课”、组织生活会和主题党日活动，从严考核，

推动形成学习党史的热潮，激发党员模范带头

作用，推动大村甸镇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努力提高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的本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

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以史为鉴，方能知兴替。”张家界市委常

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王令波表示，将把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

抓，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

队伍，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向纵深，奋力谱写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篇章，为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提供坚强保障。

“学以致用，学习是为了提高本领、解决问

题。”长沙市岳麓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潘振兴认

为，作为一名党员干部，只有认真学习党的历

史，不断从党的奋斗历史中吸收养分，才能不

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才能不断增

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洪江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兰序祥说，在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时，应紧密结合党史，不断

警醒广大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干事创业的

前进动力，进一步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不断

提高依法执政、狠抓落实、驾驭风险等方面本

领，在党史学习中知职责、正风气，真正发挥党

史的“清醒剂”作用。

省直机关工委驻靖州藕团乡老里村帮扶工

作队队员汤硕说，党史是中国共产党为民谋幸

福的奋斗史，作为一个天天与群众打交道的年

轻帮扶干部，更应主动加强党史学习，不断增强

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本领。同时，要积极当好

传播者，讲好党史故事，让更多的群众明白党的

初心，共同奋斗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参与采访记者：李文耀 郑旋 徐德荣 唐

曦 宁奎 刘跃兵 赵志高 罗徽）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孟姣燕

2 月 20 日，长株潭一体化三十大标志工程

推进会在长沙召开，提出打造具有基础性战略

性引领性的标志工程。湖南为何提出建设长株

潭一体化三十大标志工程？三十大标志工程有

哪些，目前落实情况怎样？

为何建设三十大标志工程
发挥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作用，

新起点上推进长株潭一体化

长株潭区域是湖南发展的核心增长极。如

今，长株潭以全省 1/7 的国土面积、22%的人口，

创造了 40%以上的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

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湖南“三高四新”的新坐

标、新定位、新使命，这对长株潭一体化提出新

的更高要求，长株潭一体化可以展现新作为。

1 月 22 日，长株潭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第

一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紧扣一体化和高质

量两个关键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长株

潭一体化取得新的重大突破。

重点项目是重要抓手。2 月 20 日，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主持召开长株潭一体化

三十大标志工程推进会，提出长株潭一体化三

十大标志工程是实施“三高四新”战略的重要

载体、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重要举措、促进长株潭一体化发展的重要

支撑，要打造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标

志工程，并加快推进项目建设。

三十大标志工程有哪些
“一线三馆”备受瞩目，基础设施、

产业发展、文化旅游等项目今年全面
开建

根据调度，长株潭一体化三十大标志工程

总投资约 4000 亿元，截至去年底完成投资 638

亿元，占比 16%，今年计划投资 399 亿元。

据省发改委介绍，三十大标志工程全部为

省重点建设项目，包括基础设施、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科技攻关、区域基地等。

30 个项目中，有新建项目 14 个。其中，“一

线三馆”4 个项目备受瞩目。“一线”指韶山至井

冈山红色旅游铁路，将于近期启动建设；“三

馆”包括长沙新建湖南革命军事馆，湘潭新建

韶山月壤及航天航空创新体验基地，株洲提质

改造醴陵陶瓷博物馆。

空间布局与产业发展统筹推进。其他新建

项目还包括：岳麓山大学科技城科创平台建

设、长沙至赣州铁路、长株潭城市群国家物流

枢纽、上汽大众新能源车型项目等。

续建项目 16 个，总体进展顺利。长沙机场

改扩建工程已获得初步设计及概算批复;湖南

能源大数据智慧平台建设已初步建成并上线

发布;3 市已建成 5G 基站 10470 座，未来将实现

长株潭 5G 全覆盖……

去年 10 月出炉的《长株潭区域一体化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长株潭一体化分两个阶段发

展，即按照“十四五”结束的 2025 年和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2035 年两个时间节点。梳理

三十大标志工程进展情况，记者发现，除绿心

中央公园项目外，14 个新建项目均计划今年开

工；30 个项目都将于 2025 年完工。

“半小时交通圈”何时形成
“轨道上的长株潭”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眼下，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

程，即长沙地铁 3 号线延长线工程建设已全面

铺开，所有车站和高架区间均已进入主体工程

施工阶段。

“三干两轨”是长株潭一体化关键交通项

目。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工程是其

中的“一轨”。该项目起自湘潭北站，自南向北

沿潭州大道穿越湘潭九华、湘江新区坪埔组团

至 3 号线一期工程起点站山塘站，全长 17.29 公

里，于 2019 年开工建设。

目前，长沙、株洲、湘潭间的快速交通主干

道“三干”，即芙蓉南路、洞株公路、潭州大道均

已通车；长株潭城际铁路 2016 年运行，2019 年

连接到了常德益阳。

省发改委介绍，“轨道上的长株潭”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一期

工程项目建设平稳紧凑有序，预计 2023 年底前

完成建设投入运营，届时将真正实现长株潭

“半小时交通圈”。

长株潭一体化，三十大标志工程“引擎”轰鸣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陈奕樊

【人物素描】

李江南，全国人大代表、湘潭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他立足本职，深入基

层一线，密切联系群众，带头参加人大代表接

待日等活动，将群众当作最大的牵挂，真心实

意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事，为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需要贡献自己的力量。

【履职故事】

2 月 21 日，阳光和煦，春光喜人。从公园游

玩归来的湘潭市岳塘区东湖路的居民们从“东

坪镇至木鱼湖至三大桥”公交专线上有序下

车，一片欢声笑语。

东湖路是湘潭市的城市次干道，道路全长

1800 余米，沿线居民约 2000 人。“现在有了公

交，几分钟就能出门。”东湖路居民龙金连告诉

记者，以前若想要搭乘公交车出行，他们通常

要花费 10 到 20 分钟步行至东湖路口。

东湖路居民们久违的欢笑，得益于李江南的

积极履职。去年6月15日的人大代表接待日，李江

南来到宝塔街道代表接待室倾听基层呼声。当地

居民向他反映，2010年后，因河东三大桥交通优化

环境整治项目施工，三大桥下的东湖东路被封闭，

导致不能通公共汽车，11路公交车因此停运，给沿

线居民特别是老人和学生出行带来诸多不便。

“要替人民着想、为人民办事，群众的事情

要久久牵挂于心。”了解情况后，李江南立即推

动解决，将“东湖路公交车问题”以代表建议的

形式提交办理。去年 7 月 1 日，“东坪镇至木鱼

湖至三大桥”公交专线顺利上线运行。

“每个月的 15 号设立人大代表接待日，目

的就是为了走进群众生活中，把事情办进人民

的心坎里。”李江南言辞诚恳。自 2018 年开始，

湘潭市便开展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全市 70 个

乡镇、465 个街道（社区）的工作室、工作站搭建

起了代表与群众对话的“连心桥”。从水电气到

吃住行，从入学难到看病贵……去年，湘潭市

五级人大代表按照年初预安排，围绕群众一系

列急难愁盼问题，走进代表工作室（站）听民

声，累计接待人民群众 3220 人次，收集各类问

题 1715 件，推动解决相关问题 780 余件。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李江南时刻不忘为家

乡代言发声。今年全国两会，他准备带去的代

表建议里，“家乡群众”依然是关键词、高频词。

“家乡群众是我最大的牵挂，密切联系群众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李江南坚定地表示，希望

通过自己的积极履职，让群众的笑脸绽放在每

一个角落。

全国人大代表李江南：

让群众的笑脸绽放在每一个角落

不断从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万丽君

牛年的春天，牛气冲天。新年伊始，三湘大

地已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项目推进如

火如荼，招商引资马不停蹄，各生产企业、产业

园区撸起袖子抓发展、促生产，各行各业精神

振奋、斗志昂扬，吹响了奋力实施“三高四新”

战略、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人勤春早，奋斗启航。长沙召开奋力实

施“三高四新”战略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大

会，上紧“发条”开足“马力”；常德召开全

市党委系统工作会议，提振党委系统精气

神……万物竞发的大好春光里，全省各地

精心组织新春第一会，迈出了热气腾腾的

“新年第一步”，展现出开好局、起好步，克

难攻坚、实现新跨越的坚定决心。

开局关系全局，起步决定进步。2 月 20

日，长沙市发布 2021 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

1575 个重大项目预估总投资将达 17604 亿

元；岳麓山大学科技城发布“红枫计划”，将

安排 5000 万元专项资金扶持科创团队……

将这些蓝图变成现实，将对群众的承诺一一

兑现，需要我们收心、提神、鼓劲，切实把思

想状态调整好，以一种“等不起”的紧迫感、

“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迅

速进入工作状态、奋斗状态。

回首极不寻常的 2020 年，我们奋力奔

跑，交出了亮眼答卷。日前，2020年全国各省

市 GDP 成绩单出炉，在 GDP 总量排名前 10

位的经济大省中，湖南 3.8%的经济增速比全

国高出 1.5个百分点，位居第一，展现出我省

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旺盛的活力。成绩来之不

易，为我们积攒起继续“犇”跑的信心与势能。

展望新一年，只要我们继续发扬“三牛”精神，

保持接续奋斗的昂扬姿态，定能在良好基础

上延续稳健复苏态势，创造新的历史与辉煌。

耕耘更知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2021

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要迎接和庆祝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开局“十四五”，实现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奋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凝心聚力建设现

代化新湖南。在开局之年的首季，需要我们充

满激情的再次出发。正如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

在湖南农大调研时强调的那样：“雨水时节、

春意渐浓，让我们不负春光、一起奋斗!”

三湘时评

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

——脱贫村中看样板

“芙蓉湾”的笑脸
——村级样本30例之宜章县新坌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罗徽

雨水时节，万物萌动春已至。

地处湘南罗霄山区的宜章县黄沙镇新坌村，

一个个山头绿意融融，一排排脐橙树枝繁叶茂。

山下“芙蓉湾”，一幢幢崭新的江南民居整齐

排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月 20日，记者在村里采访时，乡亲们一个劲

地说，今天的幸福生活主要得益于党和政府的好

政策，得益于工作队的鼎力帮扶。

2015 年春，湖南中烟公司帮扶工作队进驻新

坌村，一手抓“输血”，完善基础设施；一手抓“造

血”，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全村脱贫步伐显著加快。

2018年 3月，宜章县疾控中心帮扶工作队接过

“接力棒”，全力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文章。在接力帮扶的持续推动下，一个活力迸发

的新坌村大步向我们走来。

以前住在山窝里，现在赶上城里人

新坌村的西冲、欧子冲两个自然村偏居山隅，交

通不便、通信不畅，严重制约村民脱贫致富的路子。

2015 年 7 月，驻村帮扶工作队决定对西冲、

欧子冲 32 户乡亲（其中贫困户 23 户）进行搬迁。

2016 年底，“芙蓉湾”新村一期 58 户乡亲拎

包入住，个个喜笑颜开：“以前住在山窝里，现在

赶上城里人，喝的是自来水、用的是煤气灶，晚上

还可到村广场跳舞。”

引水、筑渠、扩路、装路灯、植树木、建新村、

修校舍……新坌村在完成西冲、欧子冲易地搬迁

的同时，扎实推进综合整治，实现布局规范化、环

境整洁化、土地方田化、耕作机械化，村民生产生

活条件和生态环境大为改善。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说起过去村里的水渠，

新坌村党支部书记徐四军直摇头：“水渠平均宽

不足 2 米、深不足 1 米，跑冒滴漏严重，每隔两三

年就发生一次洪涝灾害，村民苦不堪言。”

驻村帮扶工作队发动群众建了一条宽 6 米、

深 2 米、长 3000 米的“金龙溪”，从此村里千亩田

土旱涝保收。

新坌小学距县城 50 多公里，曾经只有 2 位教

师，60 多个学生。老校长非常无奈：“条件差，分来

的老师没几天就走了，留不住人。”

建教师宿舍、绿化校园、修理操场，让老师在

这里安心教书，让孩子在这里快乐学习、成长。新

坌小学办学条件明显提高，先前转出去的学生又

回来了，目前学校有教师 5 名、学生 140 多名。琅

琅读书声，回荡在乡村的上空。

引进能人回村，带动乡亲发展产业

在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驻村帮扶工作

队动员能人回村，成立种养合作社，带动乡亲们

发展产业。

2016 年 1 月，成金军返乡成立醇和种养合作

社，采取“合作社+农户”方式，流转荒地 1000余亩，

带领乡亲们种植脐橙、养殖淡水鱼，聘请 10多名贫

困乡亲务工。去年，成金军的脐橙开始挂果，产量

1.5万多公斤，收入10万多元。

目前，新坌村共流转土地 5000 余亩，成立了

醇和、创享、旭丰、金泉通等多个合作社，形成了

脐橙、烤烟、大棚瓜果、母猪养殖、建材等几大产

业，实现“户户有产业项目、人人有合作社帮扶”。

新坌村源发建材厂是一家小型砖厂，生产工

艺落后，与其他同类企业相比并无明显的竞争优

势。厂里想进行技改，但是苦于没有资金。

驻村帮扶工作队充分调研后，引导 139户贫困

户申请小额信贷资金投入砖厂，帮助工厂按照现代

化生产要求进行技术改造。不但解决了企业缺资金、

贫困户无致富门路的问题，还增强了产业发展后劲。

2016 年 11 月，源发建材厂改造顺利完成，年

产值由 1000 多万元增加到 3500 万元以上。

在源发建材厂上班的村民徐继军，把 5万元小

额信贷资金投放厂里，每年能领到5000元分红。

扶贫车间当工人，不离家乡能致富

吃过早饭后，居住在“芙蓉湾”新村的张更发，

骑着电动车来到 1公里外的源发建材厂上班。

张更发原先住在欧子冲自然村，老婆有病，

两个孩子在上学，家庭经济拮据。

“多亏了易地扶贫搬迁好政策，我家从山里

搬到了‘芙蓉湾’新村，工作队还介绍我到建材厂

工作。”张更发说，他家早已实现稳定脱贫。

目前，在源发建材厂上班的乡亲有 60 余人，

其中 20 多人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每人每月工

资 3000 元至 5000 元不等。

为进一步帮助乡亲在家门口就业，工作队还引

进凯成电子扶贫车间，对贫困群众优先安排工作。

凯成电子扶贫车间负责人成华兵介绍，车间

主要承接深圳、广州沿海城市数据线、蓝牙耳机、

车载充电器等电子产品代加工。

凯成电子扶贫车间包中、晚餐，活儿比较轻松，

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吸引众多乡亲前来工作。现车

间有工人137人，人均月工资达2200元以上。

正在车间生产数据线的工人周礼琴说，她和

丈夫都是残疾人，此前生活入不敷出。进入凯成

电子扶贫车间工作后，丈夫也在附近的工地找到

了工作。靠着勤劳的双手，周礼琴一家脱贫了，大

儿子从长沙一家技校毕业后做了一名汽修工人。

如今，她家的生活越过越红火，还盖了新房。

流转土地有租金、入股分红有股金、到合作社或

工厂工作有薪金，新坌村乡亲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参与采写 吕继勇）

■采访手记

看得见的幸福感
新坌村没有区位优势，没有资源优势，基础设施

贫乏。在这样的条件下，要摘掉贫困帽子，如何着手？

“要从‘输血’入手，做几件让百姓能看得到

摸得着的事。”驻村帮扶工作队决定改“输血”为

“造血”，带领村民探索脱贫致富长久之计。

从“山上栽脐橙、山下养禽畜、田间种烤烟、

大棚种瓜果”的产业规划，到特种鹅养殖、母猪养

殖，再到建材生产、农家乐……新坌村的“造血”

功能不断增强。

把准了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在张更发、

周礼琴等人的笑脸背后，是这些走出贫困的村民心

里浓浓的幸福感，是新坌村“造血”成功的生动注脚。

——我省基层党员干部热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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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5日，宜章县黄沙镇新坌村易地扶贫搬迁项目——芙蓉湾新村。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罗徽 摄

李江南在企业调研复工复产。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