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到醴陵看陶瓷，那水平是相当高。
这次冬奥会展现了湖南（浏阳）的烟花，很环保，很了不起！
欢迎大家到长沙来喝茶颜悦色，吃文和友的小龙虾，到解放西路潇洒走一回。
……

———张庆伟为“土生土长”的湖南产品打call，欢迎各界朋友来湖南“打卡”

“我到醴陵看陶瓷，那水平是相当高。”
“这次冬奥会展现了湖南（浏阳）的烟花，

很环保，很了不起！”
“欢迎大家到长沙来喝茶颜悦色，吃文和

友的小龙虾，到解放西路潇洒走一回。”
“首届湖南旅发大会将于今年9月下旬在

张家界举办，热忱欢迎各位媒体朋友、社会各
界人士前来观光体验。”

……
新闻发布会上，张庆伟为“土生土长”的

湖南产品打call， 欢迎各界朋友来湖南“打
卡”。省委书记的点赞和邀约，让现场的媒体
朋友会心微笑，更通过直播和短视频，迅速刷
爆网络。

“奔流不息的湘江水，孕育滋养着这片伟
人故里、将帅之乡、革命摇篮。”谈到用好红色
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张庆伟更是动情分享了
自己前往韶山毛泽东故居、 桑植贺龙故居等
地瞻仰的感受。

“今天的三湘大地，遍布着革命先烈的红
色足迹， 宛若一座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博物
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张庆伟说，我们深入
挖掘提炼与湖南密切相关的革命精神， 在重
温历史中传承革命精神， 在赓续红色血脉中
激发昂扬斗志。

十年的接续奋斗，开启了崭新的年轮，从
昨天走向今天，从历史走向未来。

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不负明天的伟大
梦想。发布会上，张庆伟话语铿锵———

“新一届省委最大的责任就是绘好‘施
工图’、当好‘施工队’，保持‘闯’的精神、

‘创’的劲头、‘干’的作风，把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
好，把‘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落
实好。”

“我们坚信，只要高举旗帜、紧跟核心，坚
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
总书记为湖南擘画的宏伟蓝图一定会变为现
实，湖南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扫码看视频

盛夏时节，万物葱茏，
胜景满三湘。

8月5日上午10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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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个小时的发布会，亮出了“湖南答卷”，
彰显了发展信心，描绘了美好未来。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莉 刘笑雪 黄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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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尊敬的尚鑫海悦 5# 栋业主：

我司于 2022 年 8 月 5 日
已寄发邮件函告您关于《尚鑫
海悦 5# 栋延期交付的通知》，
因部分业主无法取得联系，特
发公告，内容如下：

因新冠疫情影响，尚鑫海悦
5#栋原定于 2022年 8月 28日
交房延至 2022 年 10 月 29 日
前，对此深表歉意，特此公告！

湖南世坤投资置业有限公司
2022 年 8 月 6 日

廖恩岳（父亲：廖世海，母亲：彭
晶）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45354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通联保险经纪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注册资金由肆仟万元人民币
整减少为贰仟万元人民币整。
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
权人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担保，并以书面形
式函告本公告。
本公司地址：湖南省长沙县星
沙街道东六路 266号华润置地
广场一期 12栋 1703。
联系人：叶香
联系电话：13548682352

湖南祥圣建设有限公司

公 告
湖南泛华保险代理有限公司湘
潭分公司住所由湘潭市岳塘区
宝塔街道福星中路 169 号福星
国际金融中心 1 栋 1 单元
2001001 号房变更为湘潭市岳
塘区东坪街道岚园路 4 号湘潭
中心大厦 1201002号。

张乐其（父亲：张亚鹏，母亲：曹
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P4311998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深航贸易有限公司不慎遗失公
司行政备案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周嫣紫(父亲:周送姣，母亲:李大
观) 遗失医学出生证明， 编号:
Q43026224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合同:GN0038672、
GN0029720、GN0026265、
GN0020094、GN0018493、
GN0021397、GN0062922、
JW0012316、YRY0002992、
GN0057762-GN0057766，
YRY0010390，声明作废。

省委书记当“推荐官”，邀你来湖南打卡
主题新闻发布会现场互动热烈 “湖南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湖南甩掉了“贫困帽子’，绘就了“山乡巨
变”，奏响了“大地颂歌”，密切了“血肉联系”。
张庆伟说，“从大山深处到湖区河畔， 从边远
乡村到新镇新城， 脱贫攻坚的阳光照耀着三
湘大地每个角落。”

牢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湖
南以“一江一湖四水”为主战场，实施洞庭湖
水环境综合治理五大专项行动和重大生态修
复工程，完成3个湘江保护和治理“三年行动
计划”，湘江流域水质优良率达到98.7%。

“湖南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
性、全局性变化。”毛伟明说，湖南正在彰显的
绿色生态之美、 绿色产业之美、 绿色文化之
美、绿色制度之美，扮靓了三湘大地、充实着
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

全面落实“三高四新”战略定位和使命任
务，湖南形成了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航
空航天装备3大世界级产业集群， 装备制造、
原材料、消费品3个万亿级产业，涌现出一批
代表“中国高度”“中国速度”“中国强度”“中
国深度”的技术和产品。

“打造‘三个高地’，我们有成效、有办法、
有信心。”展望未来，毛伟明说，湖南打造“三
个高地”， 将涌现一批顶天立地的世界级品
牌，培育一批戴天履地的产业链集群，形成一
批经天纬地的算力算法平台。

牢记嘱托“闯创干”。湖南省委书记、省长
讲述的十年辉煌巨变， 引发了现场媒体记者
们的深深共鸣。

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丁春雨多次去湘西
十八洞村采访，每次去都能发现新变化。他深
有感触地说：“十八洞村的变化是全国摆脱贫
困、走向全面小康的一个生动缩影，也是湖南
十年巨变的浓缩。”

香港文汇报、 香港大公报记者姚进对湖
南打造改革开放高地有切身感受。“越来越多
香港企业落户湖南， 越来越多香港人到湖南
学习、工作、创业，说明湖南越来越开放，省会
长沙越来越现代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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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省经济总量居全国第9，
在全国发展大局的地位进一步凸显”“2021年全
省森林覆盖率59.97%、湿地保护率70.54%、水土
保持率86.08%， 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97.3%，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91%， 蓝天白云渐成常态，
绿水青山随处可见”……时间的巨笔，绘就了令
人惊叹的壮美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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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2年的2.13万元、0.74万元
增加到2021年的4.49万元、1.83万元， 实现了从
‘总体小康’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前
进的号角，鼓舞着永不停歇的奋斗步伐。

主题发布中，张庆伟用数据说话，亮出了湖
南这十年的成绩单。近3000字的发布词，浓缩湖
南“非凡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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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倍感自豪与荣耀的湖南担当。

“县县通高速、村村通硬化路顺利实现，市市
通高铁即将实现”“众多贫困群众喝上了干净水、
用上了安全电、住上了新砖房，最偏远山乡区的
小超市也都用上了移动支付”“九年义务教育全
面普及，101所‘芙蓉学校’投入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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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获得感满满的民
生大礼包。

十年，一段波澜壮阔的征程，一段浓墨重彩
的华章。

张庆伟在作主题发布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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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这十年的‘湖南答卷’很精彩！”在新
闻发布会现场采访的中国日报记者朱友芳由衷
感叹。

这些年来， 朱友芳几乎跑遍了湖南14个市
州，“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从
百姓的笑脸中，可以真切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牢记殷殷嘱托“闯创干” 接续奋斗走好新长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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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