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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关注的是湖南
脱贫攻坚的成效、 经验和下一
步打算， 他将问题提给省委副
书记、省长许达哲。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要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方
略。”许达哲介绍，湖南这几年
通过走精准、特色、可持续的扶
贫路子， 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由700万人减少到216万人，
贫困发生率由 11.9%下降到
3.86%。

“送钱送物，不如建一个好
支部。”关于经验，许达哲首先
谈到了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他

告诉记者，湖南代表团中有9位代
表来自贫困村， 有村支书、 村主
任、村委委员等，都为村里脱贫摘
帽、村民增收做出了重要贡献。许
达哲还介绍了湖南“一县一特”、
“四跟四走” 等产业扶贫模式，以
及整合扶贫资金加大投入力度、
凝聚社会力量合力攻坚， 把扶贫
与扶志、扶智结合等方面的举措。

“下一步，湖南将按照年度计
划一步一个脚印地落实脱贫任
务。”许达哲说，湖南还将聚焦攻
克深度贫困“堡垒”，关注非贫困
地区贫困人口，并通过反复“回头
看”不断巩固脱贫成果。

奋斗的新湖南，汇聚全球目光
———湖南代表团“媒体开放日”侧记

3月8日下午，湖南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举行第四次
全体会议，继续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当天下午，湖南代表团第四次全体会议向媒体开放，吸引
了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美联社、
日本NHK等99家中外媒体的141位记者前来采访。

■记者 贺佳 唐婷 冒蕞 黄京 刘璋景

“今后要更重视发展质量和效益”

来自人民日报的记者在抢到
第一个提问机会后， 就如何更好
地推动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向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发问。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继提出经济
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作出的又一科
学判断。”杜家毫坦言，作为中部省
份， 湖南过去更多关注的是发展
不充分问题，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
发生变化，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

发展要求， 更加重视发展方式转
变，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

“全国第一台航空发动机、第
一台电力机车、第一块硬质合金、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工程机械、电
子信息、轨道交通、新材料等优势
产业加速形成， 创新综合实力排
名全国第12位， 世界上运算最快
的天河超级计算机， 全球营运里
程最长的中低速磁浮快线……”
面对现场中外各大媒体， 杜家毫
抓住机会， 积极向大家宣传推介
起“湖南制造”、“湖南创造”。

改变“靠水吃水”理念，还洞庭湖一湖清水

“还洞庭湖一湖清水，造福子
孙后代，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的
决心坚定不移。”在回答中央电视台
记者关于洞庭湖保护和治理的问
题时，杜家毫的表态斩钉截铁。

“洞庭湖之所以生态受到严
重影响， 主要是当地干部群众存
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惯性
思维。”杜家毫介绍，在这种不正
确的发展观念影响下， 过去的洞
庭湖网箱养鱼遍布、 人工投肥泛
滥、 非法采砂猖獗、 违规排放突
出，“最高峰时， 洞庭湖上有上千
条挖砂船无序采砂， 形成了一个
巨大的砂石交易市场， 那场面真
有点三国赤壁大战的架势。”

杜家毫介绍， 按照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等重要指示，湖区上下全员动员，

集中开展洞庭湖专项治理，短短
3个月时间，就清除了近8万亩欧美
黑杨，取消了几百个采砂、装砂码头，
坚决关停或改造造纸等企业，退养近
万户畜禽养殖场，“水变清了、 鸟儿
回来了、江豚更多了，更令我们欣慰
的是，这场整治行动得到了湖区广
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杜家毫提到， 在洞庭湖治理
过程中， 由于采砂清理、 退养拆
围、相关企业关停，一定程度上给
部分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了影响。
他表示， 省委省政府和湖区各级
党委政府正积极制定相关措施，
一方面通过优化种植业结构，大
力发展特色农业， 一方面引导产
业转型， 为湖区群众就业增收提
供产业支撑。同时，对造成损失的
有关企业依法依规进行补偿，确
保湖区社会和谐稳定。

湘企“走出去”，“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尽管不靠海、不沿边，但近年
来，湖南的国际“朋友圈”越来越
大，一大批湘企在海外落地开花。
中阿卫视记者向杜家毫提问，“湖
南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快
走出去步伐？”

杜家毫介绍，随着近年来主
动融入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
目前湖南已在全球94个国家和地
区设立了1400多家企业，累计对
海外投资105.6亿美元。

“三一集团是湖南企业走出
去的典型， 这家企业的负责人也
是全国人大代表， 他来回答这个
问题会更生动。”在简要介绍湖南
“走出去”情况后，杜家毫把发言
的机会让给了三一集团董事长梁
稳根代表。

“我们企业目前在全球有15

家工厂， 在95个国家设立了销售
服务公司，产品出口到了128个国
家， 过去5年国际销售收入年均增
长25%以上。”谈及企业这些年“走
出去”取得的亮眼成绩，梁稳根直言
“天时”“地利”“人和”，企业都占了。

在他看来，“天时”，就是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
一伟大构想， 成为中国企业加快
“走出去” 的重大发展机遇；“地
利”， 就是随着近年来湖南高铁、
高速、航空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湖南作为中部交通枢纽的优势正
不断放大。“人和”， 就是湖南省
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积极鼓励包
括三一集团在内的优势湘企融入
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在
境外建立湖南工业园等平台，帮
助企业抱团“走出去”。

2017年， 湖南启动实
施“芙蓉人才计划”，长株
潭密集推出人才新政，政
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
如何保障人才“引得来、留
得住” 的问题时， 省委常
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
峰代表表示， 湖南以实施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为龙
头， 不断深化人才工作体
制机制改革， 落实重大人
才工程项目， 已经形成了
人才回湘、入湘、留湘、兴
湘的良好局面。

王少峰引用了一组数
据：目前，湖南人才总量突
破650万人，专业技术人才
近300万，来湘工作的外国
专家每年稳定保持在5000
人次以上。“一个具有比较
优势和一定集群效应的人
才高地正在形成。”

在谈到补强基层人
才短板时，王少峰话锋一
转：“我向媒体朋友介绍
一位年轻代表秦玥飞，他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放
弃国外的高薪工作，来到
湖南农村一干就是7年。
这是我们留住人才的一
个生动案例。”

“年轻人有理想和情
怀，但情怀是有保鲜期的，
要源源不断把人才引进到
农村， 需要一套行之有效
的保障机制。”秦玥飞代表
以自己和黑土麦田扶贫创
客团队扎根农村的经历，
向海内外有志青年发出号
召，“投身乡村振兴， 不是
一种牺牲，而是一件很酷、
很时尚、很充实的事。”

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方略

面对经济日报记者关于湖
南在振兴实体经济、 推动制造
强省建设中将有哪些举措的提
问， 许达哲首先介绍了湖南实
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态势和独特
优势， 并热情邀请中外记者来
湖南一睹发展的活力和热力。

许达哲告诉大家，当前，湖
南正努力创建创新型省份、两
个国家级示范区。其中，创新型
省份创建方面， 将以长株潭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龙头，
不断提高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重，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
融合、军民融合、一二三产业融合，
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培育新业态、新
模式和新的增长点。创建国家级示
范区方面，将积极创建长株潭衡“中
国制造2025”国家级示范区和长株
潭国家级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大
力支持智能装备制造、机器人、生物
制药、电子信息等产业发展，抓好
55个军民融合重点项目建设，加快
航空航天以及具有军工技术优势
的电子信息、工程机械、新材料、新
能源等产业发展。

湖南正努力创建创新型省份、两个国家级示范区

谁动了贫困群众的救命钱，就摘谁的帽子

“贫困群众的救命钱一分
都不能动， 谁动了就摘谁的帽
子，这是一条红线。”在回答中
国纪检监察报记者关于反腐的
问题时，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
记、 省监察委员会主任傅奎代
表的回应直接而有力。

几年来， 湖南紧紧聚焦贪
污侵占、虚报冒领、私分截留、

优亲厚友等损害群众利益的重点
问题，挂牌督办、直击问责，查处
了一批“蝇贪蚁腐”，先后处分了
7000多人。

傅奎还介绍，立足标本兼治，湖
南开通“互联网+监督”平台，对民
生项目资金实施全程监督和全面
公开。“一笔民生资金开支了多少，
怎么开支的，一直能查到村里头。”

具有一定集群效应的
人才高地正在形成

3月8日，记者们“长枪短炮”聚焦湖南代表团媒体“开放日”。 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