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水润万家
清泉惠民生

———郴州陶家河流域率先完成
农村饮水安全建设任务 7版

绿水青山润湖湘
湘江北上，入洞庭，汇长江。近年来，

湖南加大水、大气、土壤治理，加强环境
监管；改善城市生态，提质农村环境；
探索生态建设长效机制……环境质量
稳步好转，呈现天蓝、地绿、水清、人和
的美好景象。 今日请看湘江北去系列
报道之生态篇。 3版

湘江新语

扶贫攻坚大家谈之一

扶贫先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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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向国生
廖声田）9月13日上午， 在张家界天门山下
的老道湾景区，峡谷飞瀑、丛林叠嶂的原生
态美景让120名韩国游客惊呼沉醉，景区负
责人温作钱介绍， 这是景区开放以来迎来
的一个韩国最大游客团队。

“韩流”涌动、“泰风”劲刮。随着8月中
旬和9月上旬分别组团赴韩国和东南亚促
销，进入金秋的张家界，暑期旅游持续火爆
还未褪去，境外市场又掀起“张家界风”。今
年1至8月，入境游客达164.9万人次，同比增
长22.57%， 目前与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旅游合作关系，业内人士称张家界“国际范
儿”越来越足。

“以国际化的眼光转型升级，主动融
入全球旅游经济圈。” 市委书记杨光荣介
绍，张家界坐拥世界级旅游资源，当前正
以旅游转型为契机，不断打造与之匹配的
国际化旅游产品、旅游营销和旅游服务体
系。如今，“张家界地貌”、“阿凡达之旅”、
天门山新传奇、天门狐仙、杨家界绝版峰
墙、大峡谷玻璃桥、森林大氧吧、老道湾
休闲度假、 冰雪温泉体验等多个极具国
际竞争力的产品相继问世。 张家界旅游

已逐步实现从传统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复
合型转变。

在世界级风景板块中策划创造世界级
事件， 一直是张家界创意营销吸引全球目
光的“杀手锏”。从“穿越天门”、“国际乡村
音乐周”到“阿凡达悬浮山事件”、“翼装飞
行”，再从上海世博会“卖空气”到米兰世博
会“向世界发出邀请函”，传奇不断。同时，
张家界由过去“政府包办”转变成“景区联
手”，以“走出去请进来”促销方式，每年20
多次赴东南亚、东亚、欧洲、美洲营销，入境
游“百花齐放”。

9月7日， 武陵源区中湖乡野鸡铺村绿
林掩映的“五号山谷”客栈迎来一批俄罗斯
客人。老板陈玉林介绍，原生态的“野奢之
趣”让国外游客向往，必须提前一个月网上
预定。近年来，张家界从开放口岸、国际空
港扩建到正在积极争取的“72小时过境免
签城市”，“空中捷径”大增。同时，投资百亿
元对城市提质建设，引进国际品牌酒店，国
际化旅游服务水平不断提升。

如今，张家界已名享全球,先后被评为
全球“25个梦幻旅行地”、“十大静美森林”
和“最佳旅游目的地”。

张家界：“国际范儿”越来越足
已与5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旅游合作关系，1至8月入境游客同比增长22.57%

夏似飞

“人穷穷一时，志短短一生。”精准扶贫，首要
在扶志。

近年来，沐浴着扶贫攻坚的政策春风，一批
贫困户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脱贫致富。但也有部
分人“等、靠、要”思想严重，本该自己办的事情，
却眼巴巴地等着政府救济，靠着社会资助。更有
个别不思进取者，领到扶贫款后不是用来发展生
产，而是先管消费或只顾吃喝，结果多年受帮扶，
至今依然穷。

扶贫应跳“双人舞”，而不能唱“独角戏”。政
府力度再大、资金再多，如果贫困对象本身没有
“弱鸟先飞”的勇气、奋发图强的精神、艰苦创业
的主动性和进取心，再怎么扶也是白搭。

精神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 精准扶贫，就
要先扶起贫困人口自主脱贫的“志气”，激活自我
奋斗的“动力”，鼓足自我发展的干劲，既授人以
鱼，又授人以渔。只有这样，才能标本兼治，从根
本上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国企改革顶层方案出台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企改革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 ●国有企业将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
●积极引入各类投资者实现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设时间表

晨风

（一）事以做成，业靠人兴。今日中国，“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亟待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急
需大批带领党员群众励精图治、 奋力鏖战的
“开路人”。

问路、寻路、开路……今年“七一”前夕，我
省4位基层治理的“一线总指挥”积极作为，主
动作为，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信赖、赞扬。

“县委书记要做发展的开路人”。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优秀县委书记表彰会议上的重要
讲话 ， 既是对全国2800多名县委书记殷殷嘱
托，更为党员领导干部成长指明了路径。

什么是 “发展的开路人 ”？ 作为一县之
“首 ”、一地之 “帅 ”，就是要勇于担当 、奋发有
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把握和顺应
深化改革新进程，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
从实际出发，带领群众一起做好经济社会发展
工作，让百姓生活越来越好，真正做到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

（二）为发展“开路”，先得有“闯 ”的胆识 、

“争”的劲头、“拼”的勇气。
“为官避事平生耻 ”。只想当官不想干事 ，

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干一
年、两年、三年还是涛声依旧，全县、全市发展
面貌没有变化，每年都在重复“昨天的故事 ”。
若是这样没有理想、没有抱负，只图虚名、只务
虚功，满足做一个官油子，境界未免太狭獈。不
为、无为、乱为，都是人生和事业的败笔。

“我们决不给坐而论道的 ‘空谈家 ’以舞
台，决不给口是心非的‘两面人’以市场，决不
给无所作为的‘太平官’以机会”，省委书记徐
守盛一连三个“决不给”，传递着省委、省政府
的鲜明立场。

“做发展的开路人”， 即意味着在发展升
级、小康提速、改革深化的“战场”之上，容不得
庸官、太平官。

对“一线总指挥”而言，越是面对这样的挑
战，越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进取精神，越
要有恪尽职守、夙夜在公的敬业奉献。

（三）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试”，还是
“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闯”，归结起
来就是一个词：“实干”。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对
符合实际、看准了的事情，就大胆干；对妨碍科
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思想观念障碍和体制机制
弊端，就坚决改；对改革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就
勇于试，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积累经验。这是
发展开路人应有的状态。

然而，一些领导干部“干起来不实”的问题
仍比较突出。比如，经济进入新常态后，面对新
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接续“青黄不接”的关
键期，有的领导干部靠铺摊子、上项目的老方

法不管用，在转型升级中培育新兴产业的新办
法又不会用，只能看着经济数据的持续下滑而
无计可施。有的领导干部搞“选择性改革 ”，凡
是对本地本部门有利的改革干劲十足；对要被
“动奶酪”的改革，则是雷声大雨点小。凡此种
种，都是改革不担当的表现。

习总书记曾深刻指出 ，“领导干部是否做
到了‘三严三实’，全面深化改革是一个重要检
验。”

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当改革急先
锋，就要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导向、需求导向，
深化经济体制、城乡统筹、生态建设等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推进产业创新、市场
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为改革添动力、增
后劲、强支撑。

（四）“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

51年前，焦裕禄抗风沙、斗盐碱、战内涝 ，为县
委书记扶贫攻坚立下标杆；51年后，扶贫、脱贫
仍是中国最大的民生工程。

9月，正是旅游旺季。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
村，以其浓郁的苗族风情，迎来了众多游客，村
里旅游产业收入节节高。

十八洞村，有225户贫困户，以前年人均纯
收入只有1000多元。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十八洞村调研，首次提出“精准扶贫”。

近两年来，“精准扶贫”在十八洞村落地生
根：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千亩猕猴桃产业
园，企业和村民各占51%和49%的股份。如今，村
民人均年收入可达1万元， 很多外出打工的村
民都赶回来创业了。

（下转4版③）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 （记者 彭雅惠）10月，
人们可以在湖南一睹6500年前的城市风光。今
天，2015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始省内精品
旅游线路考察，记者随团在常德考察获知，城头
山古文化遗址公园已基本落成，10月将向社会
试开放。

城头山位于常德澧县， 是我国迄今发现的
最早城市。1979年被考古工作者发现，先后进行
了13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近9000平方米，出土
文物1.6万余件。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城墙底部

发现了三块距今6500年的世界最早水稻田，改
写了世界稻作农业考古的历史，震惊全球。1992
年、1997年，城头山遗址先后两次入选“中国十
大考古新发现”。

城头山古文化遗址管理处主任刘勇告诉记
者， 十二五期间， 国家重点投资保护城头山遗
址， 一期工程在城头山遗址的原址上修建了古
文化遗址公园和博物馆，占地662亩，本月底，主
体工程可以全部完成，各项配套设施齐全，具备
接待游客参观的能力。 （下转4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赵顺涛 郭飞

双村很近，距离怀化城区仅2公里。
双村很穷， 守着邻近城市的黄金码头

却长期过着穷日子。2002年，全村人均纯收
入只有2000元。

沧海桑田，穷村巨变。2014年，双村人
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12年增了5倍。

9月11日，记者走进怀化市鹤城区石门
乡双村村，探询穷村致富的缘由。

花园式新村，过得比城里人还好
走进双村，宽阔的水泥路四通八达，一

辆辆小车、 城市公交车往来穿梭。 公路两
旁，树木葱绿。一幢幢漂亮别墅依山而建，
屋前溪水潺潺，屋后叠翠流金。村中干净整
洁，户户水泥路相连，感觉人在画中游。

新建的两层欧式别墅， 面积50平方米
的大客厅，主卧、客厅、餐厅、书房装饰得很
有情调。这是村民彭开向的家。彭开向说：

“全村400多户，一半住别墅、有小车。”
“这几年，村民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

高。”村民彭开勇掰着手指告诉记者，他们
村在全区第一个建了高标准老人幸福园，

村里小学是全区唯一的开设了学前班与小
学1至6年级的完全村小……

“家家住楼房，做饭用液化气，活动有
广场，生病有新型合作医疗，我们的生活过
得比城里人还好。”村民付舒秀开心地说。

旧貌换新颜，“能人支书”是关键
“村里旧貌换新颜，关键是有一个能人

支书和能干事的村支两委班子。”村民彭开
向这样认为。

彭开向说的“能人支书”叫黄秀佳，村
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挑。 他原在
外打拼创业，就在事业如日中天时，由于有
乐善好施的好名声，2002年下半年，在村委
会换届时， 不是候选人的他当选为村委会
主任。

“既然乡亲们信任我，我就要干出个样
子来。”黄秀佳说，他把城里的生意交给兄
弟打理， 自己回村当了一名不拿工资的村
官。而这一干就是13年，连续4届当选为村
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

“我们连续选他，是因为他带领村支两
委干部肯办事、会办事、干好事。”村民彭开
勇说。

（下转4版②）

导读

做发展的开路人

乡村微调查
开栏的话

在大湘西、大湘南、大湘东贫困地区中，一些富裕村是如何实现脱贫致富的？农产品加
工增值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典型和经验？美丽乡村建设如何进一步推进……从今天起，
本报推出“乡村微调查”栏目。湖南日报记者走进乡村实际生活，以实地观察和调研，用短
小精悍的调查性报道，推介一批乡村的典型和经验、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探寻解决之策。
敬请关注。

怀化市鹤城区石门乡双村村村民人均纯收入12年增了5倍———

穷村是怎么富起来的

9月13日，邵阳市第三届艺术节在隆回县城开幕，演员们正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该艺术节从9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有大型非遗项目巡游展示、书法美术摄影作
品展，现代大戏和群文口小戏演出，将集中展示邵阳特色文化。 滕治中 摄

最早的城市将开门迎客

城头山遗址10月试开放
试开放期间门票初定为60至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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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云之南，
每一朵云彩都飞扬
———精准扶贫的“云南路径”

精准扶贫奔小康·他山之石①

2版

汪涵的方言保护行动
8版

■气壮山河·湖南抗战故事

“太行浩气传千古”
———追记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

10版

深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