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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这
来样
5干
年

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
◆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
高地
◆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
◆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张庆伟参加株洲市代表团和省直机关代表团讨论党代会报告时强调

加快推动长株潭一体化取得实质性突破
三湘都市报11月25日讯 25
日下午， 张庆伟同志先后到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株洲市代表团、省
直机关代表团， 与代表们一起讨
论党代会报告。他强调，要坚定不
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前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全面
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
任务，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
新路子，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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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正午、王克英、胡彪、张剑
飞、叶红专、周农、彭国甫、隋忠
诚、易鹏飞、胡伟林、李民、田立
文、叶晓颖、易红等同志分别参
加了讨论。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大力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
◆不断完善经济治理体系
◆深入推进开放型经济新体系建设
◆构建更加完善的对外开放支撑体系
◆推动高水平引进来走
出去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建设更高水平的
平安湖南法治湖南

11月25日晚，湘江长沙城区段两岸建筑物上流光溢彩，演绎主题灯光秀，庆祝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胜利召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行 田超 摄

◆深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全面推进法治湖南建设
◆持续深化平安湖南建设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毛伟明在参加郴州市代表团讨论时强调

完善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的转化机制

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加快文化强省建设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
◆激 发 文 化 创 新 创
造活力

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提升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深化健康湖南建设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促进人口长期均
衡发展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建设美丽湖南
◆全面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统 筹 抓 好 生 态 系 统 保
护修复
◆健全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

三湘都市报11月25日讯 25
日下午， 毛伟明同志参加省第十二
次党代会郴州市代表团的讨论。他
强调， 要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结合起来，深入领会、准确把握，
在奋力实现“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中彰显郴州担当。
刘莲玉同志参加讨论。

报告凝聚人心、
提振信心、坚定决心
讨论中，毛伟明表示完全赞同张
庆伟同志代表中共湖南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所作的报告。他说，报告站位
高远、主题鲜明、内涵丰富、催人奋
进，通篇贯彻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
党的全面领导
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
◆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加快建设人才强省
◆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锲而不舍推进作风建设
◆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

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了中央决策
部署，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突
出总结了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
突出分析了湖南的历史方位和发
展机遇，突出阐述了湖南未来发展
的主攻方向、基本要求、重大举措；
符合“
三新一高”要求，符合湖南发
展实际，符合全省人民期盼，是一
个凝聚人心、提振信心、坚定决心
的好报告。
在听取了刘志仁、吴巨培、罗
成辉、杜志孝、邝素珍、刘朝晖、袁
亚丹、黄志文等代表发言后，毛伟
明说，大家的发言，把自己的思想
认识 融 入到 对报 告 的学 习 领 会
中， 把自己对三湘四水的深情热
情融入到对报告的讨论中， 把对
美好未来的憧憬融入到对报告的
期待期盼中， 体现了大家的大局
意识、担当精神和实干作风。

建设开放程度更高的
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
扫码看视频

毛伟明指出， 郴州作为我省
南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 对接粤
港澳大湾区的先行区， 这几年在
变化中发展，在发展中变化，多项
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在全省排名靠
前，改革开放、绿色发展、城乡建
设取得新成效。郴州之“变”，变在
思想解放，变在敢于担当，变在敢
为人先。要立足“变”的 态势 、走
势、趋势，找准定位，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打造全省的重要增长极。
着力培塑高质量发展独特优势。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创新驱动能量和
人才汇聚体量，加快“五好”园区 创
建，培养引进各类人才，突破一批关
键核心技术， 布局一批重大创新平
台，壮大优势产业、升级传统产业、抢
滩新兴产业。着力构筑绿色发展独美
风景。始终坚持生态优先，不折不扣
抓好中央交办问题整改，持续推进重
点流域区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大力发
展美丽经济，完善绿水青山变为金山
银山的转化机制， 呈现绿色生态、绿
色产业、绿色文化、绿色制度之美。着
力打造开放发展独家品牌。围绕“推
动湘南建设中西部地区内陆开放合
作示范区”目标，融入国家战略、拓展
枢纽优势、建好开放平台，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发展，建设开放程度更高的
自贸试验区郴州片区，深入分析客货
运输流向、流量、流效问题，构建现代
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着力用好党的
建设独有资源。发挥“半条被子”等红
色资源的思想引领作用，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坚持绝对忠诚、实
干担当、服务人民、自我革命，争做
“两个确立”忠诚拥护者、“两个维护”
示范引领者，奋力走好新的赶考路。
毛伟明强调，落实省第十二次党
代会精神，必须毫不松懈抓好岁末年
初各项工作。要紧紧咬住年初确定的
目标，统筹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惠民
生、促发展各项工作，确保主要经济
指标结好顶、重点工作收好官，确保
全年全程出彩；要科学谋划好明年的
工作思路、目标任务、重点工作、重大
举措，努力在现代化新湖南建设中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孙敏坚

提出好的意见建议
使报告更加科学完善
在株洲市代表团， 曹慧泉、
陈恢清、邬凌云、赵海凤、易冉、
聂自强、李喜英、瞿辉明先后发
言。在省直机关代表团，曹健华、
袁延文、李小松、杨国平、李全、
付宏渊、李良君等发言。大家紧
扣报告谈认识体会，结合实际提
意见建议， 展望未来讲工作打
算， 一致认为报告符合中央要
求、切合湖南实际、反映人民愿
望，是集思广益的成果、集体智
慧的结晶，必将成为全省上下全
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
使命任务、 大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湖南而努力奋斗的行动纲领。
张庆伟认真倾听，并和代表
们互动交流。他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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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讨论报告时，要
注重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
来，提出好的意见建议，使党代会
报告更加科学完善。

重振老工业城市雄风
加快推动长株潭一体化
张庆伟指出，株洲是我省重
要的工业城市，要发愤图强推动
高质量发展，找准在全国和全省
发展中的坐标，着力优化产业结
构， 在转变发展方式上出成果，
在老工业城市振兴上见实效，加
快走出一条质量更高、 效益更
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
发展新路子，重振老工业城市雄
风。要科学定位推进长株潭一体
化发展，扬长 避 短 、 扬 长 克 短 、
扬长补短，在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教育、卫生等方面积极探索

一体化的路径和举措，不断提升
株洲的核心竞争力，加快推动长
株潭一体化取得实质性突破。要
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紧
跟时代潮流， 转变思想观念，永
葆“闯” 的精神、“创” 的劲头、
“干” 的作风， 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 深 化 国 资 国 企 改 革 ， 做 大 做
优做强民营经济，不断释放发展
动力活力。要发挥优势推动巩固
脱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组织抓
好粮食销售工作，让农民丰产又
丰收， 不断提高农民生产性、工
资性、 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要
持之以恒全面从严管党治党，抓
紧抓实党的政治建设，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
重点， 巩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持续整治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确
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以经济社
会发展的优异成绩推动“十四五”
开好局、起好步。

牢固树立政治机关意识
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
张庆伟强调， 省直机关要在
旗帜鲜明讲政治上作示范， 牢固
树立政治机关意识， 强化党的创
新理论武装，把“两个确立”作为
坚定的政治信念入脑入心， 坚决
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
工作要求， 推动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走深走实。要
在服务中心大局上勇担当， 优化
政策供给，深化改革创新，在完善
现代市场体系、激发经济活力、扩
大开放水平、 提升治理效能等重
点领域， 积极谋划推进更多具有
关键性、标志性、突破性、引领性
的改革开放举措， 加快推动我省
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要
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 围绕党代
会报告提出的目标任务、 思路理
念、路径抓手，细化举措抓落实、
攻坚克难抓落实、 压实责任抓落
实，科学谋划明年工作任务，坚决
整治不担当、不落实等突出问题。
要在全面从严治党上见实效，严
格落实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深化
党史学习教育，加强政治、思想、
组织、能力等建设，打造专业化高
素质干部队伍，零容忍、全覆盖正
风反腐，努力建设让党中央放心、
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邓晶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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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展望
2026

15次掌声
激荡出党心民心的同频共振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高举旗帜、牢记
嘱托，埋头苦干、勇毅前行，
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
位和使命任务， 为全面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而努力
奋斗！”
25日上午11时许， 在省
第十二次党代会开幕会上，
张庆伟同志代表第十一届省
委向大会所作报告结束时，
省人民会堂第15次响起了经
久不息的掌声。掌声响处，党
心民心同频共振；台上台下，
激情在迸发，力量在升腾。
1个多小时的报告，15次掌
声雷动，代表了湖南400多万名
党员的共同心声， 汇聚起广大
湖湘儿女的共同意愿。
掌声响起，是牢记嘱托、
砥 砺 奋 进 的 庄 严 宣 示——
—
“
我们要胸怀‘
两个大局’、心
系‘
国之大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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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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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响起， 是对过去五
—
年接续奋斗的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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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贫群众精神面貌和脱
贫地区发展面貌焕然一新。”
掌声响起， 是对湖南美
好未来的坚定信心——
—“迈
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征程，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宏伟蓝图全面展开，我
们有信心、 有能力实现这个
宏伟蓝图。 在新的伟大征程
上， 湖湘儿女在这片红色热
土上必将书写新的历史辉
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掌声响起，是青春不负、
强 国 有 我 的 鲜 明 作 答——
—
“广大青年要自觉树立远大
理想、热爱伟大祖国、练就过
硬本领、担当时代使命，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
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书写
人生华章！”
……
“非常鼓舞人心，感到充
满力量”“将继续发挥专业特
长， 立足核心技术突破”“每
一个党组织都要强起来，每
一位党员都要动起来”……
报告引发党代表们的热议，
大家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
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贯彻
这个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关
切民生、提振士气的好报告，
将掌声中饱含的热情， 转化
成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历史的画卷， 总是在砥
砺前行中铺展；精彩的华章，
总是在接续奋斗里书写。15
次雷鸣般的掌声中， 奋进新
征程的磅礴力量正在不断凝
聚，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的巨轮鸣笛启航！
■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杨佳俊

经济实力

更强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达到 10 万元左右

治理效能

更优
◆民主法治更加健全
◆发展安全保障

更为有力

文明程度

更高
◆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

益丰富
◆优秀湖湘文化
传承弘扬

生活品质

更好
◆居民收入迈上

新台阶

生态环境

更美
◆城乡人居环境
明显改善

展望
2035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

党代会报告振奋人心，赢得代表们一次次掌声。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赵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