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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
讯员 陈金波 汪健） 6月初， 记者在临澧县
烽火、 文家、 官亭3个乡镇看到， 4处集中供
水改扩建工程和管网延伸入户工程正在抓紧
施工， 共投资4600万元， 将在今年国庆节前
完工。

临澧县属丘陵地带， 长期以来农村没有
集中供水处， 群众饮水大都依赖堰塘和水
库。 由于水质不达标， 全县有17个乡镇297
个村， 包括30所学校共21.1万人存在饮水安
全隐患。 老百姓期盼喝上安全水， 成为了县
委、 县政府工作主攻方向之一。 去年， 县里
成立城乡饮水安全推进小组， 将安全饮水列
为“一号民生工程”， 并公开承诺： 两年内解

决全县饮水安全问题。
去年来， 临澧县设法筹资5450万元， 在

全县建设18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 工程严格
按照“工程优良、 产权明晰、 管理规范、 水
量充足、 水质达标、 长久受益” 的要求实施，
从规划到设计、 从开工到建设， 全程进行监
管。 为了让饮水工程发挥最大作用， 该县还
积极探索饮水安全管理新机制， 构建起比较
完备的规范化管理体系。 县里规定， 供水工
程维修养护费由各水厂按受益人口每人每年
1元的标准计提， 县财政按一比一的比例配
套； 全县所有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供水水价一
律由县物价部门核定， 严格实行两部制收费
模式； 县疾控中心定期对水厂出厂水水质进

行监督抽检， 达不到国家饮用水标准的一律
责令限期整改。

至今年5月底， 临澧县强力推进的18处
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已全面完工， 15万农村人
口饮上了洁净的自来水。 目前正在烽火等乡
镇兴建的4处农村集中供水改扩建工程完工
后， 全县存在饮水安全隐患的21.1万农村人
口都将告别饮水难。

同时， 临澧县投资500万元， 建设为县
城供水的九龙水厂取水口上移工程， 现已竣
工通水。 并投资816万元， 新建、 改造县城
供水管网。 九龙水厂迁址前期工作也已全面
铺开。 工程完工后， 城乡居民都将饮上安全
水。

湖南日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明登

6月14日， 记者应邀前往东安县鹿马桥
镇简家岭瑶族村， 看看那条刚刚竣工的“天
路”。 简家岭村位于越城岭山脉深处， 是一
个风景优美的贫困山村， 最高海拔884米。
全村830人， 80%以上为瑶族居民， 是东安
县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村。

52道弯串起一路美景
车子到了鹿马桥镇， 一眼就看到了盘旋

在山巅的“天路”。 这条路全长21.5公里， 为
四级公路。

汽车沿着山路盘旋， 时而急转弯， 时而
爬陡坡， 时而下长坡， 旁边都是悬崖峭壁，
车辆就像在山间跳舞， 令人惊心动魄。 同行
的县交通局副局长谌正告诉记者， “天路”

垂直高度达到500米， 有52道弯， 弯道多处
有180度的急转弯回廊盘绕， “天路” 沿着
山脊向上蜿蜒曲折， 顺着山势盘旋而下， 让
人心仪向往又望而生畏。

“天路”沿途景色十分漂亮，可以欣赏原
生态美景，古木参天、竹海林涛、高山梯田、千
年古井。 行走其中，翠绿满眼，清新扑鼻，犹如
置身于天然氧吧，让人心旷神怡。

解决少数民族贫困问题，
修路是关键

简家岭村山高路远，路途险峻。 以前，村
民一年难得出几次山， 输运物资材料靠肩扛
马驮，“走山路、住危房、穿旧衣、吃光饭”是该
村贫困的真实写照。 该村坐拥9000多亩的南
竹资源却难以开发， 行路难成为脱贫致富最
大的瓶颈。 劈山修路、发家致富，是村民最大
的梦想。

当年的羊肠小道，上下山坡难，出山路途
远。 全村突发急病重病不能及时送出村外就
医， 近些年不幸死于送医抢救的路上就达6
人。 二组72岁老人简吉良说，以前出山的路太
难走了，只有1尺多宽，山路中的泥巴有齐膝
深，走出山要4个多小时。 村里90岁的老太婆
吴兰花一辈子都没出过山。

2008年，该村实施“村村通”工程，在陡峭
的山体上开凿出一条简易公路。 简易公路，坑
坑洼洼，山体经常滑坡，如遇雨天，路面泥泞
不堪，车辆无法通行。 2014年，东安县委、县政
府加大少数民族扶贫开发力度， 全力实施集
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扶贫攻坚工程。“解决少
数民族贫困问题，修路是关键，千方百计修通
简家岭出山水泥路。 ”县委书记谢景林在简家
岭调研时掷地有声地说道。

修建简家岭水泥路， 工程艰巨、 投资很
大。 （下转4版①）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全省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暨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现场推进会在常德市召
开。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毫强调，紧紧抓住
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和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这两个重大抓手，积极培育新的经济
增长点， 着力搭建全民创新创业优质平台，
加快建设更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

省领导陈肇雄、黄兰香，省政府秘书长
向力力出席。

去年， 我省正式启动创新创业园区
“135”工程，截至今年4月底，全省126个创新
创业园区已建成733万平方米标准厂房，在
建1090万平方米；今年拟建2000万平方米，
60%已落实到具体业主。 目前，创新创业园
区已入驻企业1012家，使用标准厂房525万
平方米。

杜家毫指出，当前，全省上下正掀起全
民创新创业热潮， 通过举办先进典型报告
会，为全民创新创业注入精神动力；而通过
推进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则将为广大
创新创业者搭建起优质平台、 创造良好环
境。 各级各部门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努
力克服当前存在的思想顾虑、资金瓶颈等问
题，坚定不移地把这项工作不断推向前进。

杜家毫强调，把创新创业园区“135”工
程作为稳增长、 调结构的重大举措加快推
进。要狠抓标准厂房建设，坚持科学化布局、

规范化建设、功能化配套，以集约集中形成
规模效应，既加快进度又确保质量，同步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配套，找到土地、资金、效益
的最佳结合点。 要突出创新创业主题，突出
特色化定位，围绕关键企业延伸产业链和产
业集群，形成园区特色，避免恶性竞争；培育
创新创业主体，把湘商作为省内省外主体的
最佳结合点，积极引导他们回乡发展；搭建
创新创业平台，搞好配套服务，使企业进得
来、留得住、可持续发展。要发挥市场机制作
用，探索新的投入机制，健全市场化招商机
制，建立建设运营管理服务机制，坚持加快
建设与招商引资并重，杜绝怠政懈政，使厂
房真正运营起来， 提高园区运营的专业化、
市场化、规范化水平。

杜家毫要求，努力把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打造成全省新的经济增长极。要抢抓国家实
施的三大战略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系列
重大政策措施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积极对
接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经济带规划，科学
谋划项目建设， 为争取国家支持创造条件。
一打纲领不如一次行动。要强化创新创业园
区“135”工程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的保
障，加强统筹协调，强化要素支撑，靠湘情湘
缘、诚信诚意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会前，杜家毫还前往常德沅澧快速干线
项目施工现场，宣布项目正式启动；实地考
察了鼎城区创新创业园标准厂房建设。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贺佳） 今
天上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常德
市主持召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领导小
组第一次会议。 他强调， 要以洞庭湖为核
心， 以绿色生态为特色， 以环湖产业为重
点， 做活水文章， 优化水生态、 抓好水经
济， 加快建设更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肇雄， 副省
长黄兰香， 省政府秘书长向力力出席。

在听取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今年拟推进
的重点项目和工作要点后， 杜家毫说， 湖
南因洞庭湖而得名。 长期以来， 洞庭湖在
粮食生产、 生态保护、 防洪、 饮水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 是湖南名副其实的母亲
湖， 也是湖南一张闪亮的名片。 当前， 随
着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推进、 洞庭湖生态
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战略， 洞庭湖地区发

展进入新阶段， 迎来了一系列重大发展机
遇。 全省各级各部门特别是洞庭湖区三市
要站在全局高度， 立足湖区实际， 以“谋
事要实”、 “创业要实” 的精神， 一项项举
措抓落实， 一个个项目向前推， 加快把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打造成为我省经济发展的
新增长极。

杜家毫强调， 洞庭湖的最大优势在水，
最大特色也在水， 要把水这篇文章做活，
进一步优化水生态， 抓好水经济。 要把项
目建设作为重中之重， 抓紧谋划一批项目，
积极争取一批项目， 掀起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的新高潮。 环湖三市要立足自身优
势， 进一步突出发展重点， 凸显各自特有
的湖区特色， 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 打造
现代农业、 石化化工、 生态旅游等一批特
色产业， 努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上午，总投资60.4亿元的常德市沅澧快速干
线项目正式启动建设，由此掀起我省洞庭湖
生态经济区新一轮项目建设高潮。 据悉，包
括该项目在内，今天共有32个洞庭湖生态经
济区重点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沅澧快速干线总投资60.4亿元，由一号

大道、二号大道组成，贯穿常德津市、石门、
临澧、鼎城、武陵6个县（市、区）、22个乡镇。
其中一号大道为纵线，起自鼎城区灌溪岗市
圆盘，止于澧县张公庙新年村，全长64公里；
二号大道为横线，起自津市，止于石门，全长
54公里。 项目建成后，将构建起常德市域内
“一小时交通经济圈”。 （下转4版②）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
党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
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政治家， 党和国家的
卓越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 十四届
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原书
记，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

员长乔石同志的遗体， 将于19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乔石同志， 19日， 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 人民大会堂、 外交部， 各省、 自治
区、 直辖市党委、 政府所在地， 香港特别行
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 各边境口岸、 对外
海空港口， 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志哀。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 （记者 虢筱非） 6
月17日， 武昌殡仪馆哀乐低回， 新闻前辈、
教育大家朱九思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这里举
行。 电子屏上映出四个大字： “九思不朽”，
寄托着人们不尽的追忆和哀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俞
正声， 以及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 教育部部
长袁贵仁， 湖北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李鸿忠， 湖北省委副书记、 省长王国生等
敬献花圈。 王国生及社会各界代表、 华中科

技大学师生和朱老生前亲友近千人参加遗体
告别仪式。

遗体告别仪式由华中科技大学党委书记
路钢主持。 他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朱九思治丧
委员会， 向前来参加告别仪式、 和送来花
圈、 发来唁电唁函的单位和个人， 致以深切
的谢意。 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丁烈云回顾了朱
九思的生平事迹， 高度评价了他在学校发
展、 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方面所作出的突出
贡献。

朱九思1916年1月出生于江苏扬州。 曾
任华中工学院副院长、 院长、 党委书记， 被
誉为“华工之父”， 是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界屈
指可数的教育大家之一。 朱九思参与创办
《新湖南报》 （《湖南日报》 前身）， 曾担任社
长兼总编辑 （相关报道见本报6月16日8版）。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党组成员、 纪检组长张承
贵受报社委托， 带着湖南日报几代报人的怀
念， 专程赴武汉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并向
朱老亲属致以亲切慰问。

湖南日报6月17日讯（记者 彭雅惠）省
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1至5月， 全省农业生
产稳定，工业增长趋缓,�全省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长7%；服务业快速发展。 全省经济继续
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

今年以来，我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主动适应新常态。前5个
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8%，快于全国
平均水平6.4个百分点；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增长12%， 快于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
点；房地产市场初步回暖，全省商品房销售
面积1707.06万平方米，增长11.3%，商品房
销售额767.76亿元，增长14.1%，比一季度分
别加快12.8个和14.4个百分点。

创新驱动成效显现，1至5月全省规模工
业高技术产业中，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领域
增加值增长29.3%，航空航天器制造领域增长
68.1%；新兴业态快速成长，限额以上批发零
售业中， 通过互联网实现的商品零售额增长
1.5倍；限额以上住宿业和餐饮业中，通过公共
网络实现的客房收入和餐费收入分别增长
42.3%和76.3%。

民生保障继续加强。 1至5月，我省就业平
稳增长，新增城镇就业34.83万人，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的49.8%；民生投入加大，全省民生
工程投资增长29.2%，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
城乡社区、 住房保障等领域财政支出分别增
长14.9%、17.3%、19.6%和49.3%。（下转4版③）

强力推进农村集中供水工程建设

临澧21万农村人口将告别饮水难

“天路”：圆瑶胞致富梦

前5个月湖南经济平稳运行

乔石同志遗体明日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志哀

杜家毫在全省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暨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着力搭建全民创新创业优质平台
建设更加秀美富饶的大湖经济区

杜家毫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做活水文章
优化水生态抓好水经济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32个项目集中开工建设
总投资351.59亿元，包括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新型城镇、生态环保、社会民生5大类

我思翰墨留湘楚 君播桃李遍九州

九思先生,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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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 久雨初晴的绥宁县关峡苗族乡花园阁村， 蓝天白云， 空气清新， 苗家村寨和山水田园在斜阳的映照下构成一幅美丽风景画。
刘玉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