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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梦启航，书写新时代荣光

湖南日报编辑部

岁末的一场雪，下得庄重而热烈。

风雪里，时光呼啸。

回望 2021 年，光荣与梦想，奋斗与艰辛，仿佛春雷，

浩浩荡荡。百年风雨兼程，苦难铸就辉煌，这盛世，如您

所愿。

2021 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

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胜利

召 开 党 的 十 九 届 六 中 全 会 、制 定 党 的 第 三 个 历 史 决

议，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进军新征程。

这一年，有太多难以忘怀。星辰大海，我们为梦圆

而欢呼；扶贫一线，我们为担当而点赞；抗疫战场，我们

为守护而感动；奥运赛场，我们为拼搏而喝彩。时间是

最伟大的书写者，挥洒出梦想的华彩，记录下奋斗的足

迹，定格成永恒的记忆。

2021 年，于湖南而言，同样是极不平凡的一年——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奋勇前行。湖南全面打造

“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落实五项重点任务，经

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十四五”开局良好。

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湖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

召开，以如椽大笔，擘画三湘美好未来，标注历史新的

起点。

千年梦想，今朝梦圆。张吉怀高铁通车，推开大湘

西的山门，民生幸福的梦想，随着发展的澎湃脉动，照

进现实。

湖南力量，惊艳世界。“海牛Ⅱ号”深海钻机钻探、

第三代杂交水稻亩产刷新世界纪录，工程机械、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胜出。

乘风破浪，成就不凡。湖南人首次进入太空，珍贵

“月壤”入藏韶山，芙蓉学校花开三湘，湖南考古喜讯频

传，体育湘军再创佳绩。

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难忘的告别。离去的国士，以

精神的方式永在，“袁隆平星”闪烁太空，星耀大地。

这一年，我们在挑战中创新，在求索中收获，在前

进中笑迎风雨，在奋斗中聆听时代的铿锵足音。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驶向未来的巨轮上，每

一份力量都不可或缺。踏上新的赶考路，我们都是奋斗

者，我们都是追梦人。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一帆风顺的远航，算不上真正

的经历；一眼望见尽头的征途，不会有路上的惊喜。我们

扎根于这个伟大的国度，无畏一切考验的淬炼。这脚下

的大地，让我们热爱而执着，踏实而坚定，哪怕荆棘仍

在，依然通向山顶，值得我们担负起使命，迎着光、朝着

美、向前行，需要我们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

的作风，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成就新的荣光。

“寒雪梅中尽，春风柳上归”。

时间再一次作别。新的一年将如期而至。宇宙浩

瀚、星汉灿烂，天地辽阔、韶华珍贵，都辜负不得。

让我们一起，抖擞精神，奋楫扬帆，风雨无阻再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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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7月 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发

图② 11月 25日上午，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在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图③ 4月 28日，出席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的

代表来到湖南省美术馆，参观省脱贫攻坚大型成就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田超 摄

图④ 4月 3日，“海牛 II号”进行海试作业。

金永平 摄

图⑤ 12月 25日，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观众在

参观展出的月球样品。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

图⑥ 10月 5日，澧县涔南镇鸡叫城遗址考古发掘

现场，工作人员对史前木构建筑进行喷水保湿。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图⑦ 5月 25日晚，无人机在空中拼成袁隆平院士画

像，悼念袁隆平院士。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图⑧ 12月 6日，一位苗族姑娘用手机拍摄动车从

张吉怀高铁酉水特大桥上驶过。当天，张吉怀高铁开通

运营。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立亮 摄

图⑨ 7月 14日，岳麓山、湘江、橘子洲与长沙城交

相辉映，好一幅山水洲城秀美画卷。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图⑩ 5月 19日，2021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开

幕，吸引了1450家中外工程机械企业参展。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

1.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奋力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020 年 9 月 16 日至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湖南考察，要求

湖南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抓好五项重点任务，从党

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为湖南发展锚定了新坐标、明确了新定位、

赋予了新使命。

一年来，省委、省政府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湖南新篇章，坚持立足中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区位，坚持

高质量发展，坚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打造“三个高地”，

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奋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

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7 月，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的实施意见

发布。

围绕解决好打造“三个高地”的“路和桥”问题，细化路径，实

化举措。坚持顶层设计与分层衔接相结合，战略目标与战术落地

相结合，平台建设与人才招引相结合，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相结

合。实施科技创新“七大计划”、先进制造业“八大工程”、改革开放

“九大行动”。

2.省第十二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而努力奋斗

11 月 25 日至 28 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在

长沙召开。

大会审议通过了第十一届省委报告和省纪委工作报告，选举

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是

一次高举旗帜、团结鼓劲的大会，一次风清气正、奋发向上的大

会，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大会。

省党代会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

验，分析了湖南的历史方位和发展机遇，提出了湖南未来发展的

主攻方向、基本要求、重大举措。进一步激励全省上下坚定不移沿

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永葆“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奋斗。

3.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湖南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省委紧密结合实际，

作出 11 项重点安排，营造了热烈浓厚的庆祝氛围。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迅速在全

省掀起学习热潮，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

信念、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征程中砥砺奋

进、接续奋斗。

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全省上下迅速形成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的生动局面。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形成声势、创造

经验、取得实效。一场场为初心溯源的党史宣讲、一次次为思想筑

基的学习研讨、一桩桩为百姓解难的民生实事……党史学习教育

如春风化雨，滋润三湘大地、滋养初心使命。

4.湖南省“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
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3 月，《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这是湖南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

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提出将着力建设 8 个现代化新湖南。

湖南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区域经济格局持续

优化，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如期打赢脱贫

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实现

了“十四五”良好开局。

5.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
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

胜出，新增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60 多家，形成 3 个万亿级、

14 个千亿级产业，拥有千亿企业 3 家、百亿企业 30 家。三一智联重

卡、三安半导体、中联智慧产业城等重大项目稳步推进。

8 英寸离子注入机制备等技术攻关取得突破，“三区两山两中

心”等创新平台加快建设，“三超”等科技成果世界领先。“海牛Ⅱ
号”深海钻机钻探、第三代杂交水稻亩产，先后刷新世界纪录。重

点实施十大技术攻关项目。国家耐盐碱水稻技术创新中心、长沙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获批建设。

重点改革任务和改革试点顺利推进，进出口总额持续快速增

长。第二届中非经贸博览会、世界计算大会、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

会等世界级展会成功举办。中国（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 100

余项创新案例，其中 10 余项为全国首创。进出口总值突破 5000 亿

元大关，中欧班列年发运量突破千列大关，湘粤非铁海联运开通。

6.湖南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
1.28 万支乡村振兴工作队进村到岗

4 月 30 日，湖南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举行。湖南扛牢“首

倡之地当有首倡之为”政治责任，坚持尽锐出战，举全省之力脱贫

攻坚，走出了一条精准、有特色、可持续的脱贫路子，十八洞村成

为全国脱贫典型。682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920 个贫困

村全部出列，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

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省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全省 3.37 万名干部组成的 1.28 万支乡村振兴驻村

帮扶工作队踏上新征程。

7.张吉怀高铁通车
“一核两副三带四区”加快构建

长株潭一体化高规格、大力度推进。长株潭都市圈列入国家

“十四五”规划，长沙跻身特大城市行列。启动实施长株潭一体化

发展“十同行动”，长株潭一体化 30 大标志工程全面铺开。

建设岳阳、衡阳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沿京广、沪昆、渝

长厦通道三大经济发展带，推动长株潭、洞庭湖、湘南、大湘西四

大区域板块协调联动发展。

湘赣边区域整体纳入重点革命老区范围，全国首条红色旅游

铁路专线——韶山至井冈山红色专列开通运营。

《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推进湘西地区开

发形成新格局的意见》出台。12 月 6 日，张吉怀高铁通车，精准扶贫

首倡地迎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8.全省市县乡领导班子集中换届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今年是集中换届之年。在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中，湖南

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始终，把政治过硬摆在首位，突出考察干部

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纪律等方面表现。

选人用人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聚焦重大斗争

和实践磨炼、关注艰苦地区和基层一线，落实好干部标准，树立重

品行、重实干、重基层、重公认的鲜明导向。严把政治关、品行关、

能力关、作风关、廉洁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提名”，以铁

的纪律确保换届工作风清气正，换届任务圆满完成。

9.扎实开展教育整顿
努力打造政法铁军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全省“一盘棋”，刀刃向内、动真碰硬，纵深推进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深化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改革，全省政法队伍焕

然一新。清除了一批“害群之马”，整治了顽症痼疾，建立完善了一

批制度机制，并涌现出周春梅、彭庆文等一批政法英模典型。

通过“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基层解难题”活动，解决了一大

批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和基层难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稳步提升，社会治理进一步创新，社会风险矛盾进一步化解，有效

护航了湖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向科学家致敬
5 位在湘专家当选两院院士

5 月，我们沉痛送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院士。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肯定袁隆平为我国粮食安全、农业

科技创新、世界粮食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要求广大党员、干部

和科技工作者向袁隆平同志学习，强调我们对袁隆平同志的最好

纪念，就是学习他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信念坚定、矢志不

渝，勇于创新、朴实无华的高贵品质，学习他以祖国和人民需要为

己任，以奉献祖国和人民为目标，一辈子躬耕田野，脚踏实地把科

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崇高风范。

黎湘、姜涛、单杨、柏连阳、吴义强等 5 位在湘专家当

选两院院士，湖南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再

次取得重大成就。

11.文艺硕果累累
4 个遗址入围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青年演员张璇荣获第 30 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编剧吴傲君以花

鼓戏《蔡坤山耕田》荣获第 24 届曹禺剧本奖；湖南省杂技艺术剧院

原创作品滑稽节目《小夫妻》荣获中国杂技金菊奖。

玉蟾岩、城头山、里耶古城、马王堆汉墓四个遗址入围全国百

年百大考古发现；湖南跻身全国十大文物大省；鸡叫城遗址发现

中国最早最完整大型木构建筑基础，被专家誉为百年一见。

12.“双减”实施方案出台
101 所“芙蓉学校”全部投入使用

《湖南省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实施

方案》出台。全省各地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作业总量和时长，全面规范治理线上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有序

开展中小学校内课后服务，教育回归常态，校园生活焕然一新。

《湖南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实施方案》出台，坚决克服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

101 所“芙蓉学校”全部投入使用。

13.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
蓝天白云渐成常态，绿水青山随处可见

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牢记“守护好一江

碧水”嘱托，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完善，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成

为鲜明导向。中央环保督察和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反馈问

题整改有力，长江“十年禁渔”有效实施。“一江一湖四水”综合治

理深入推进，147 个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达到 97.3%，全省空气质

量优良天数、PM2.5 平均浓度等指标均好于国家考核目标，蓝天白

云渐成常态，绿水青山随处可见。

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组织体系初步建立。

14.高质量完成巡视全覆盖
扎实推进清廉湖南建设

十一届省委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把巡视利剑牢牢抓

在手中，开展 12 轮常规巡视、4 批机动巡视和三大攻坚战、工程建

设项目招投标、涉粮问题专项巡视，共巡视 274 个党组织，高质量

完成巡视全覆盖。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推进清廉湖南建设的意见》出台，明确总

体目标是营造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的政治生

态和发展环境。

15.湖南人首次进入浩瀚太空
嫦娥五号备份存储月球样品入藏韶山

6 月 17 日，湘潭籍航天员汤洪波与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一

起，随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执行载人飞行任务，9 月 17

日顺利返回。

珍贵“月壤”，情系韶山。12 月 25 日，嫦娥五号备份存储月球样

品入藏韶山。

16.体育湘军奥运全运创佳绩
湖南积极申办第 16 届全运会

16 名湖南运动员入选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 2 金 5

银 3 铜，金牌数排名全国第十，奖牌数位列第八，创下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以来最佳战绩。

在第 14 届全运会上，湖南获得 25 金 13 银 9 铜，创参加全运会

以来历史最好成绩。金牌榜位列全国第八，继续保持中西部地区

领先地位。

2021 年，湖南再次提出积极申办第 16

届全运会，拟作为主会场的长

沙 奥 体 中 心 公 园 选

址暮云。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蒙志军 周月桂 刘燕娟 刘笑雪

参与记者：曹娴 黄婷婷 孟姣燕 奉永成 彭雅惠 胡宇芬

余蓉 龙文泱 陈普庄

2021年 12月 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