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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8 月 5 日讯 （全
媒体记者 邓晶琎 孙敏坚 黄
晗）5 日上午，中共湖南省委“中
国这十年·湖南”主题新闻发布
会在长沙举行。 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张庆伟作主题发
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省委副书
记、省长毛伟明回答有关提问。

张庆 伟 在 作主 题 发 布 时
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十年， 也是湖南
改革发展史上极不平凡的十
年。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 3 次亲
临湖南考察， 十二届全国人大
四次会议期间参加湖南代表团
审议 ，对湖南作出 “一带一部 ”
“精准扶贫 ”“三个着力 ”“守护
好一江碧水”等系列重要指示，
特别是赋予湖南“三高四新”战
略定位和使命任务， 为湖南发
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十
年来，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
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 团结带领全省各族人民牢
记嘱托、砥砺前行，成功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 防汛救灾抗灾等
重大考验， 奋力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湖南， 努力把习近平
总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伟蓝图
变成美好现实， 交出了一份让
党中央放心、 全省人民满意的
答卷。

张庆伟用详实的数据 、生
动的事例、务实的举措，从五大
方面详细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湖南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

张庆伟说，这十年，我们全
力办好发展经济这个最大实
事， 推动高质量发展闯出新路
子。 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由 2012
年的 2.1 万亿元跃升至 2021 年
的 4.6 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突破 1 万美元。 着力打造国
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形成
了 3 个万亿级 、14 个千亿级产
业集群和一批新兴优势产业
链。 着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
的科技创新高地， 创建长株潭
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构建

起 “1 个国家级+11 个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 启动建设岳麓
山实验室、 岳麓山工业创新中
心、 湘江实验室、 芙蓉实验室
“四大实验室”， 超级杂交稻不
断刷新 “中国产量”，“天河”系
列超级计算机频频展现 “中国
算力”，超高速轨道交通牵引技
术支撑高铁跑出 “中国速度 ”，
北斗卫星、“海牛Ⅱ号” 深海钻
机、“京华号” 盾构机等吹响向
“深空”“深海”“深地”进军的号
角。 着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
放高地，“放管服”、 投融资、国
企改革重组、 湘江新区管理体
制改革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改革持续深化； 加快构建以融
入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全
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 在湘投
资的世界 500 强企业达 187 家，
中国 （湖南 ）自贸区加快建设 ，
中非经贸博览会、 世界计算大
会等平台永久落户湖南。

张庆伟说，这十年，我们充
分发挥 “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 ，
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迈出新
步伐。 立足东部沿海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
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的区位优势， 抓住国家支持中
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遇 ，积
极融入国家区域发展布局 ，主
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 ，
努力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
江经济带发展上彰显新担当 ，
在全国发展大局的地位进一步
凸显。 深入推进四大区域板块
协同联动发展， 大力实施强省
会战略， 长株潭一体化加快推
进， 长株潭都市圈建设列入国
家 “十四五 ”规划 ，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绿色发展水平稳步提
升， 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承载能力不断增强， 湘赣
边、 湘鄂渝黔革命老区整体纳
入国家革命老区振兴发展范
围。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
县域经济发展行动， 县县通高
速、村村通硬化路顺利实现，市
市通高铁即将实现， 城乡整体
面貌焕然一新。

张庆伟说，这十年，我们深
入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
动“守护好一江碧水”取得新成
效。深入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 3
个 “三年行动计划 ”、洞庭湖水
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 ，
全力开展长江 “十年禁渔”，狠
抓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 “回头
看”反馈问题、长江经济带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共抓大保
护、不搞大开发”成为全省上下
的普遍共识。 扎实打好株洲清
水塘老工业基地搬迁改造 、下
塞湖矮围整治、 张家界小水电

清理等环保硬仗， 有序推进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绘就了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南新画
卷。

张庆伟说，这十年 ，我们坚
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
任，推动脱贫致富实现新跨越。
举全省之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
全省 682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 、
6920 个贫困村 、51 个贫困县全
部脱贫摘帽， 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过的十八洞村成为精准脱贫
的靓丽名片。 九年义务教育全
面普及， 义务教育大班额基本
消除，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应保尽保，村卫生室、乡镇卫生
院全科医生和县级二甲公立医
院实现全覆盖。 城镇和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增长 ，
实现了从 “总体小康 ”向 “全面
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张庆伟说，这十年 ，我们坚
持不懈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
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 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展现新气象。 充分
发挥 “十步之内 ，必有芳草 ”的
红色资源优势， 深入挖掘提炼
与湖南相关的革命精神， 教育
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发扬革命传
统、传承红色基因，大力弘扬伟
大建党精神，永葆“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 把红
色资源作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

的鲜活教材， 扎实开展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 全省
政治生态持续净化， 党风政风
明显好转。

张庆伟表示， 新时代湖南
改革发展取得的每一个成就 、
实现的每一次跨越， 根本在于
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 、举
旗定向， 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在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我们深
刻认识到，“两个确立” 是深刻
总结百年党史得出的最重要历
史结论， 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形
成的最宝贵政治成果， 是引领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根
本政治保证。 在新的征程上，我
们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
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忠诚拥护
“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
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
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全面落实
“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 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建设取得更大成效，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发布会上，人民日报 、新华
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日
报、香港文汇报等媒体记者，围
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打造“三个高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
修复、 建设文化强省和发展全
域旅游、优化营商环境、传承红
色基因和加强党的建设等主题
提问，张庆伟、毛伟明紧扣湖南
实际，逐一作答，全面介绍党的
十八大以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 充分展现了全省上下奋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谱写新
篇章的坚定自信和生动实践。

省委新闻发言人 ， 省委常
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杨浩东主
持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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