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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蔡得先生在常德投资已有25
个年头，在他的心中，早已把常德当作他的第
二故乡。在他看来，常德是一个非常好的投
资兴业福地，常德人民是勤奋而幸福的，在市
委、市政府带领下，正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美丽
的奇迹。以至于蔡得在全国 8 个省份投资
时，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宣传常德，推介常德市
委、市政府的诚信与务实。用他的话说，这种
由衷的亲切与感恩，是20多年来他一路走来
的真切感受，作为一个香港人在外投资，尝遍
了各地的酸甜苦辣，而常德给他的真诚友善
让他感动而奋进。

依托金鹏结善缘 持续投资已逾25年

谈起自己与常德的情感，蔡得感慨万
千。2011 年，常德市授予蔡得先生“常德市
荣誉市民”，这个牌子至今仍挂在他香港办公
室里。同时，蔡得还担任过两届省人大代表、
一届省政协委员、三届常德市政协委员，在他
的人生信条中，不忘初心、广结善缘一直牢记

心底。
初到常德投资的蔡得，就被常德的热情

所感动。他说，因为金鹏印务的原因，让他结
缘常德，也让他感到常德人很真诚、很实在，
感到合作很愉快。他谈到，刚到常德投资时，
投资的设备是从澳大利亚进口进来的，常德
市政府非常重视，对于重点投资项目给予高
度重视，特意由公安部门安排警力护送，那时
还没有二级公路，设备在长沙报了关之后，从
长沙到常德还有6个半小时的路程，由警车
一直将设备和采购团队护送到常德，让他们
整个投资团队非常感动，彰显了常德市对投
资者的保护和支持。

从投资金鹏印务开始，20多年来蔡得跟
常德卷烟厂开展烟包印刷业务合作一直很顺
利。当他与常德卷烟厂的15年合同期到期
后，鉴于双方合作非常愉快，双方又续签了
10年的合作期。他认为，续签的10年与上个
15年合同签订的情况和意义大不一样了，上
个15年合同签订时，大家都看不到希望，常

德卷烟厂也不看好他，完全是摸着石头过
河。因为当时还没有芙蓉王这个品牌，而且
常德市香烟产量仅 80 至 90 万大箱，每年才
17亿左右的销售收入，那时常德卷烟厂没有
钱投资印刷业务。就在这个朦朦胧胧的时
期，蔡得这个香港商人看准了常德，与常德市

达成了烟包印刷的合作，而且烟包印刷第一
批投入资金就达到了6800万元，与常德卷烟
厂合资创办了金鹏印务。谈起这件事，蔡得
无不感慨，他很自豪地说可能在上世纪90年
代的中国，他自己应该是第一个涉足烟草包
装印刷业务的投资者。

合作几年后，当时的常德卷烟厂逐渐有
些人认为蔡得这个香港人可能在利润上赚了
钱，他们质疑印刷设备为什么总是由蔡得去
付钱。其实他们不知道，那时欧洲还不承认
我们中国银行的信用体系，国内开不出欧洲
公司认可的 LC（信用证明），基于这样的原
因，蔡得只能从香港汇丰银行开 LC（信用
证）。为了弄清楚这件事，防止出现中间差价
的问题，常德卷烟厂当时专门组成了一个调
查小组，前往香港到银行调查，结果发现蔡得
不仅开出了信用证，占用了蔡得自己的贸易
额度，同时，蔡得连银行利息都没有收一分
钱，也是因为这件事，让蔡得的行为感动了调
查小组，感动了常德卷烟厂，因此双方第一个
合作期就是15年。由于蔡得的人品、信誉和
实力都得到了常德卷烟厂的高度认可，所以
在第一个15年合同期满后，于是第二次续签
了10年的合作期。

谈到设备投资和技术水平，蔡得也豪情
满怀。他认为，金鹏印务发展到今天，其印
刷设备不仅是在湖南省是最好的，在中国也
是最好的，而且在全世界也是最好的，在印
刷行业，可以讲世界上最先进的设备、最贵
的设备，就在常德金鹏印务。这些年来，金
鹏印务一直在设备和技术上加大巨资投入，
仅添设备和技改，就投入 10 亿元人民币以
上，因此，烟包印刷行业最棒的当属我们常
德的金鹏印务。 （下转第5版）

一位港商 25 年的常德情怀
—— 记常德金鹏印务有限公司港资方、常德天利置业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蔡得

□本报记者 李勇

3月26日，香港特区政府驻湖南联络处来常考察调研并召开座谈会,
蔡得先生即兴发表讲话，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湖南省港澳办及常德市人
民政府与会人员的高度肯定和一致好评。省港澳办负责人说，蔡得先生

提出常德市要加大旅游资源对香港市场的开放力度等三个期望，与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及常德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开放强市、产业立市的战略高度契合，希望常德市
委、市政府认真思考蔡得先生提议并早日落地。香港是辐射全球的旅游集散地，要做好“国家
所需，香港所长，常德所用”这篇文章，以常德体育生态园高端康养项目为龙头，推动常德高端
旅游的发展，不搞以量取胜，要力争以质取胜，讲好常德旅游故事，完善旅游景点，搞好政府服
务，建议迅速启动常德旅游产品进入香港市场的宣传对接。鼓励港资企业在柳叶湖畔发展健
康养老、休闲颐养产业，出台对港商投资更为优惠的政策，阶段性地解决港资企业在发展中遇
到的困难，助推十九大报告关于港澳台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记者在蔡得难得的闲暇之际，聆听了这位智慧务实的长者讲述他对常德这座城市执着的
深爱情怀。

写在前面

新华社北京4月24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
局4月23日下午就《共产党宣言》及其时代意
义举行第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基
本理论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我们重温《共
产党宣言》，就是要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
义真理力量，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追溯马克
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理论源
头，提高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
当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把《共产党
宣言》蕴含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运用到统

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
的实践中去，不断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中央编译局研究员王学东同志就这个问
题作了讲解，并谈了意见和建议。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
调，《共产党宣言》的问世是人类思想史上的
一个伟大事件。《共产党宣言》是第一次全面
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伟大著作。《共产党
宣言》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品格，深

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立场，深刻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崇高理想，深刻阐
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深刻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政党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党宣
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
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
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
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
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源于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
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

强大思想武器，为世界社会主义指明了正确
前进方向。《共产党宣言》是一个内容丰富的
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反复学习、深入研究，不
断从中汲取思想营养。

习近平指出，《共产党宣言》一经问世，就在
实践上推动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深刻改变了
人类历史进程。我们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习近平强调，《共产党宣言》揭示的人类
社会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趋势，奠定了共
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精神家园的理论基
础。我们要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同我们正在做的
事情统一起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
干扰所惑，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不
负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

习近平指出，学习运用《共产党宣言》，
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把人民放在
心中最高位置，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推动人
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要着眼于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贯彻新
发展理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问题，提高发展质量，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
质、生活品位，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促进社会
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
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
不断取得新进展，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
裕迈进。

（下转第7版）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感悟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 徐睿）昨日，市装备
制造与军民融合产业专项小组（第 5 专
项小组）召开了中联恒通项目建设调
度会，专项小组组长、市人大常委会党
组书记、副主任沈习淼出席会议并讲
话。

长沙中联恒通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从事军工产品研发与制造近 40 年，是
湖南省高新技术企业、中国核电合格
供应商、国家应急交通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长沙）分中心暨产业化基地。会
议听取了常德高新区中联恒通项目推
进情况汇报。与会相关单位就企业汇
报情况进行了发言并针对项目推进过
程中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研究。

沈习淼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推
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帮助企业解决
问题推动实体经济发展就是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习主席强军路线，是落实
市委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的决策

部署；中联恒通公司作为项目建设主
体，要进一步加快项目推进步伐，确保
投资项目早建成、早投产；作为军民融
合产业重点项目，市里要加大支持推介
力度，加快项目规划。鼎城区政府、常
德高新区、国土、环保等部门要发挥职
能作用，围绕项目开工建设，主动服务、
高效服务，着力解决资金、审批、土地、
环评等方面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力争早
日动工。

市领导专题调度中联恒通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 田继舫 通讯员 刘杰 陈

克发）昨日是第三个“中国航天日”。澧县被国
家国防科工局纳入纪念活动分会场，中国航天
科普巡展澧县站活动在该县体育中心启幕。

此次航天科普巡展，是澧县县委、县政
府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紧扣时代脉搏，精心
筹划的一项科技推广普及活动，巡展展区
8000平方米，设有古代飞天探索、航天史话、
长征火箭家庭、应用卫星、载人航天工程、探
月工程、火星探测计划七部分，展出航天器
实物、模型、视频、图文展板、互动体验等展
品50余件。本次航展是公益性科普展，面向
社会免费开放，为期一个月。当日，澧县中
小学生和市民5000多人观摩了巡展。

启幕式上，中国高科技产业化研究会
与澧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意向书。

双方就航天科普基地建设、航天科普院士
专家（澧县）工作站、航天农博园、高科技
孵化及成果转换、航天高峰论坛等内容达
成共识。

中国航天科普澧县巡展启幕

本报讯（记者 杨志英 通讯员 曾易）4月
23日，市政协召开2018年委员走访月活动总
结会议。会上，总结了委员走访月活动前阶段
工作，并传达了《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市政协
主席李爱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今年3月，市政协机关集中组织开展以
“兴调研之风、商发展之策、建强市之言”为
主题的委员走访月活动。市政协主席会议
成员、各委室，对市政协委员、党派机关、各
区县活动组和部分旅外委员进行深入走
访，见面走访委员400 多人，走访30多个企
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召开各类座谈会 42
次，征集各类意见建议 107 条，收集反映社

情民意信息 35 条，基本实现了联系走访
100%全覆盖。

李爱国强调，委员走访月活动的开展是
紧扣党政中心、紧贴群众关切的重要行动。
同时，活动有效激发了委员热情，广泛收集了
社情民意，拓展了委员履职视野。下阶段，大
家要加强成果运用，加强延伸调研，形成高质
量的调研报告、社情民意和集体提案。就如
何贯彻落实关于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李爱国要求，要提高
站位，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要引以为戒，吸取教训；要厉行禁止，深刻
反省，要严格按照规定自查自纠；要坚持从高
从严要求自己，保持良好的工作作风。

市政协委员走访月活动实现全覆盖

到达地
北京
深圳
广州
珠海
济南

上海虹桥
昆明
成都
杭州
南宁
天津
海口
郑州
兰州
温州
西安

航班号
CZ3187
CZ6446
CZ3230
CZ3774
CZ3773
9C8830
9C8829

MU9886
MU9885
GX8854
GX8853
GX7858
GX7857
G52870
G52869
GS7682

起飞时间
07:30
09:20
21:20
10:45
21:05
21:50
16:30
19:20
12:30
21:50
15:40
14:45
17:40
14:25
09:55
16:10

到达时间
09:50
11:00
22:50
12:35
23:05
23:55
18:35
21:10
14:30
23:25
17:50
17:05
19:25
16:25
11:25
18:05

班期
每天
每天
每天

周1、2、4、6
周1、3、5、7

周1、2、4、6、7
周1、2、4、6、7

周2、4、6
周2、4、6
每天
每天

周2、4、6
周2、4、6
周2、4、6
周2、4、6
周2、4、6

常德桃花源机场航班信息常德桃花源机场航班信息

本报讯（记者 焦阳）昨日下午，市
委副书记、市长曹立军一行深入西洞
庭湖自然保护区，现场督导调研了生
态保护和修复工作。他指出，西洞庭
湖是大自然赐予我们最宝贵的生态资
源，在保护好这方生态资源的工作中
没有退路，首先要保护好，突出生态效
益，还要探索一条在保护中开发、在开
发中保护的新路子，促进湿地保护工
作可持续化。

洞庭天下水，最美西洞庭。进入西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郁郁葱葱的芦苇
荡组成无边无际的青纱帐，格外引人
入胜，也吸引了众多珍稀的鸟类、鱼类
在这里栖息繁衍。曾经，西洞庭湖自

然保护区内大面积种植欧美黑杨，破
坏了当地的自然生态，是中央环保督
察反馈意见要求整改的问题之一。去
年底，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和省委、省
政府要求，市委、市政府多次调度西洞
庭 湖 自 然 保 护区欧美黑杨砍伐工作。
汉寿县全力以赴，挂图作战，调度 15 个
乡镇、56 个县直部门力量，累计投入劳
动力 5586 人次，打了一场清理自然保护
区黑杨的攻坚战，以平均每天 4000 多亩
的清理速度，提前将核心区 5.08 万亩黑
杨清理完毕。今年该地还面临着湿地
缓冲区、实验区的黑杨清理和核心区生
态修复工作，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督导中，曹立军对去年黑杨清理工

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下步要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和省委、省政府
的要求，把湿地缓冲区、实验区的黑杨
按照时间节点清理好，核心区的生态
修复工作要按照上级批复方案抓紧推
进。同时，要积极向上争取生态修复
项目资金，确保湿地保护和生态修复
工作按时、按质、按量完成。

曹立军强调，西洞庭湖这方最宝贵
的生态资源，不可多得、不可复制，一
定要倍加珍惜，在保护好这方生态的
前提下，依照相关法律法规，适度开发
生态旅游产业，寻求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三者的有机结合，走出一
条湿地保护的新路子。

曹立军督导汉寿西洞庭湖湿地保护修复工作

突出生态效益 探索湿地保护新路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