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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5日讯（记者 杨柳青）
今天上午，全省“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一进二访” 活动动员部署视频会议
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徐守盛就部署开展“一进二
访”活动作出批示，要求各级领导干
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率先垂范、深
入一线，与困难群众“结穷亲”，扶真
贫、解真困；为贫困地区“出点子”，真
扶贫、真解困。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出席会议并
讲话，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常务副
部长、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书
记、 管委会主任林武在会上传达了
徐守盛批示精神，副省长戴道晋主持
会议。

根据省委安排，全省“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
问计”活动从9月初启动，至11月底基
本结束。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重点是

省、市州、县市区党委、人大、政府、政
协领导班子成员，省属企业、省属本
科院校、 中央驻湘单位主要负责人，
省、市（州）、县（市、区）直部门主要负
责人，乡镇（街道）副科级以上干部，
要分别到个人或单位所联系的贫困
村、贫困户开展“一进二访”活动，做
到全省8000个贫困村和所有贫困户
全覆盖。活动的主要任务是全面核实
扶贫对象，制定完善脱贫计划，帮助
解决突出问题，扎实开展结对帮扶。

徐守盛在批示中指出，开展领导
干部“进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问
计”活动，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的内在要求，是贯彻落实省委十届
十三次全体（扩大）会议关于实施精
准扶贫加快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决议、
破解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现实难题的
迫切需要，是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 进一步加强机关作风建设、
密切干部群众关系的有效途径。各级
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强
化责任、狠抓落实；各级领导干部特
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率先垂范、深入
一线，与困难群众“结穷亲”，扶真贫、
解真困，为贫困地区“出点子”，真扶
贫、真解困；各级组织、扶贫部门要按
照“严”和“实”的要求，抓好工作指导
和督促检查， 确保活动有实际效果、
让群众满意， 加快推进我省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步伐。

孙金龙在会上说，各级各部门要
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
中央的要求和省委的部署上来，以严
和实的精神投入到“一进二访”活动
中，做到身进心进、真访实访，用活动
的深入开展进一步推动“三严三实”
专题教育的持续深化。 要明确要求，
把严和实的精神贯穿活动始终。要把

握活动内涵，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精
神作为开展活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
务来落实，以“三严三实”的要求破解
扶贫攻坚难题。 要坚持以上率下，各
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
带头进村联户、带头解难助困、带头
督促落实。要发扬认真精神，强化问
题导向，坚持以实为本，务求工作实
效。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落实责任，
从严考核评估，严明工作纪律，确保
活动始终体现严和实的精神，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效。

戴道晋说，要按照“全覆盖、不漏
户”的要求，切实核准扶贫对象；按照
“四个一批” 要求， 帮助制定帮扶规
划；按照“输血与造血并举、扶助和扶
智并重”的要求，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按照“不脱贫、不脱钩”要求，认真搞
好结对帮扶。

晨风

一、“班子强不强，关键看班长”。“班长”好
不好，要在“带头”二字上见高下。

在会见全国优秀县委书记时，习近平总书
记要求从七个方面“做班子的带头人”。这，是
县委书记的行动指南，也是各级党组织主要领
导干部的基本遵循。

作为“班长”，一把手是班子的“核心 ”，是
各级领导班子团结干事创业的 “领头羊”、“火
车头 ”。作为 “带头人 ”，只有时时处处率先垂
范、以上率下，才能带领班子成员做好“政治的
明白人、发展的开路人和群众的贴心人。”

二、 领头者在一个特定群体中的引领作
用，与这个群体的成败发展乃至生死存亡休戚
与共。“班子的带头人”，必须是发展方向的“领
航员”、政策决策的“拍板者”、班子团结的“凝
合剂”、班子成员行为的“守望者”、廉政勤政的
示范者。

欲治人，必先治己。“班长”只有自己站在
排头、冲在前头，才能立好标杆、带好队伍。

“为当地群众做一点实事不要任何报酬”
的杨善洲，“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
己” 的焦裕禄，“党性原则永远是个人头上的
天”的谷文昌……一大批优秀领导干部，用他
们在老百姓心中树起的座座不朽丰碑，诠释了
“带头人”的深刻内涵。

三、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总书记提出
的“七个带头”，就是“班长们”的行动指南———

带头讲党性、重品行、做表率，自觉把人民
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
答应作为想问题、办事情、作决策的出发点、衡
量尺度；自觉以上率下，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

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带头搞好“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强化问题导

向，真正把自己摆进去，把问题查出来带头，一项
一项整改，以实效赢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支持；

带头抓班子带队伍，按照“信念坚定、为民
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
坚持五湖四海 、任人唯贤 ，德才兼备 、以德为
先，注重实绩、群众公认，建设坚强有力的干部
队伍；

带头依法办事，更加注重用法治的思维审
视发展问题、谋划发展路径、破解发展难题，维
护群众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

带头廉洁自律， 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 自觉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
定， 自觉抵御腐朽思想的侵蚀， 做到自重、自
警 、自省 、自励 ，经受住权 、位 、钱 、色的考验 、
“围猎”；

带头接受党和人民监督，自觉接受法律和
纪律的约束，当好定规立矩的“明白人”、遵章
守纪的“带头人”、表里如一的“透明人”和执法
执纪的“铁面人”；

带头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堂堂
正正做官，加强道德自律，慎始、慎独、慎微，任
何情况下都稳得住心神，耐得住寂寞，经受住
考验，做得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

四、优秀的带头人 ，必定是班子的 “定海
神针 ”；优秀的领导班子 ，必定是坚强的战斗

堡垒。
日前，省委书记徐守盛对省委常委会班子

提出“五讲”要求：始终坚持讲政治、讲责任、讲
担当、讲奉献、讲团结，以自身的模范表率带动
全省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切实发挥好“关键少
数”的“少数关键”作用。这“五讲”，指明了“带
头人”发挥关键作用的路径。

做班子的带头人，首先要讲党性，体现出思
想领先的政治素质。这样的“带头”，就是要能够
从政治上观察思考问题， 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政
治观点和政治鉴别力，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大势，
站位高、见事快，把住政策决策的方向关。

做班子的带头人，体现于义不容辞的责任
意识。面对问题和挑战，既具备“抓机遇上”的
眼力，又有“敢闯新路”的魄力、“愈挫愈勇”的
毅力与韧劲，真正做到“心中有党不忘恩，心中
有民不忘本，心中有责不懈怠，心中有戒不妄
为”，把责任挑起来，把担子扛起来。

（下转14版）

湖南日报9月15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申福春）白露过后，“长江之肾”洞庭湖湿地，将陆
续迎来大批候鸟中转或过冬。“平沙落雁”、“鹤鸣
九皋”等罕见美景，将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林业厅获悉， 湖南拥有东
洞庭湖、西洞庭湖、南洞庭湖等3处国际重要湿地，
已建立东江湖、水府庙等49处国家湿地公园，数量
居全国前列。湖南的国家湿地公园中，既有湖泊、
河流类型，也有沼泽、泥炭类型，还有山区、平原类
型。除滨海型湿地外，湖南各类湿地齐全。不同类
型的湿地公园遍及三湘四水， 如同一颗颗生态明

珠，弥足珍贵。
湖南作为湿地大省， 除水稻田外的湿地面积

达1530万亩，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4.81%。据统计，
全省湿地保护面积已达1059.98万亩，湿地保护率
达69.30%，远远高于全国43.51％的平均水平。

近3年来，湖南省共实施国家湿地保护恢复项
目21项，中央财政湿地补助项目27项，三峡工程后
续保护区建设与完善项目3项，争取国家财政投入
和国际援助约3亿元。这些项目的实施，引进国际
湿地保护的先进理念与技术， 有效恢复和提升了
全省湿地的生态服务功能

湖南日报评论员

省委部署我省各级领导干部“进
村入户、访困问需、访贫问计”活动即
将展开 。 在加快扶贫攻坚的关键时
刻，“关键少数” 深入扶贫关键战场，
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以更严更实的
作风，进一步落实责任 ，进一步细化
措施，进一步强化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来到我国最贫困、 最落后地区，
察真情 、看真贫 ，为推进新时期扶贫
开发作出示范 ，指出方向 。他一再强
调 ：“好干部要到扶贫攻坚一线经受
磨炼。”

在扶贫攻坚这个“没有硝烟的战
场”上，最宝贵的扶贫资源是干部。我
省各级领导干部，无疑是主导地方扶
贫攻坚工作的“关键少数”，是推动扶
贫攻坚战的“一线总指挥”。

“关键少数”深入扶贫关键战场，
是鼓劲，体现的是 “真扶贫 ”的决心 。
领导带头， 万事不愁。“关键少数”以
上率下 ，就能把干劲鼓起来 ，凝聚各
级干部、群众力量向全面扶贫发起全
面进攻。

“关键少数”深入扶贫关键战场，
是调研，为 “扶真贫 ”提供一手资料 。
“扶真贫”， 要杜绝扶贫底数不清、对
象不准的情况。“关键少数”带头进村
联户 ，贫困情况心中有数 ，出谋划策
就能有的放矢。

“关键少数”深入扶贫关键战场，
是实干，为 “扶贫真 ”保驾护航 。扶贫
攻坚任务重 、时间紧 ，各地区致贫原
因复杂，过去“一招管用”“一举多得”
的做法已难奏效，特别是贫困问题与

发展 、生态 、社会保障等问题相互交
织 ，需要通盘谋划 、创新解决 。“关键
少数”率先垂范、深入一线，就能真正
把力量联动起来、 把资源盘活起来；
“关键少数”与困难群众“结穷亲”，为
贫困地区 “出点子 ”，带头解难助困 、
督促落实，就能真扶贫、真解困。

干部有担当，扶贫有保障。眼下，
我省扶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趟
“深水区”的关键时期。时代和人民期
待“关键少数”交出满意的答卷。

湖南日报 9月 15日 讯 （记 者
王为薇）加快新媒体建设，以实际行
动助推湖南“互联网+”。今天上午，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在长
沙中电软件园成立。随着六个项目签
约，“新湖南+、+新湖南”成为会场内
外谈论的热词。

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限公司
在“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大背景下
应运而生，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深度

推进媒体融合的重要抓手。公司与湖
南日报新媒体中心实行“两块牌子、
一套人马、一体化运行”，负责统筹全
报社新媒体建设，推动报社新媒体事
业发展。 公司将以8月15日上线的湖
南日报社新媒体核心产品“新湖南”
客户端为平台，通过“新湖南+、+新
湖南”的方式，跨界联手，资源共享，
不断探索和开拓新业态、 新产品、新
模式。 （下转5版）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葛意强 黄礼

作为国家战略,连接中国通往世界
的“一带一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战略构想以来，湖南按照

“以大外事推动大开放， 以大开放促
进大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外事侨
务港澳工作优势，主动融入“一带一
路”朋友圈，加快构建连接世界的对
外开放新格局。

以对外交流合作为平台，湖南正
在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腹地和内
陆开放的新高地。

平均不到两天就有一个
“一带一路”访问团来湘

呼应“一带一路”带来的重大利
好，8月14日，我省正式出台《湖南省
对接“一带一路” 战略行动方案
(2015-2017年)》。根据方案，我省将
实施装备产能出海、 对外贸易提升、
引资引技升级、基础设施联通、服务

平台构筑、 人文交流拓展“六大行
动”，计划建设80个左右重大项目，总
投资3000多亿元。

大手笔绘就“路线图”的同时，我
省积极与“一带一路”地区相关国家
加强高层交往，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
力，促进我省与沿线沿路国家和地区
的交流合作。

翻阅6月份的湖南外事活动登记
册，记者找到一组记录：

6月8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徐守盛在长沙会见德国驻华大使
柯慕贤一行，28日又与来湘参加中俄
红色旅游交流系列活动的俄罗斯联邦
旅游署署长萨弗诺夫亲切交谈；

6月12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杜家
毫会见非洲36个国家驻华大使或使
馆官员，16日又会见了来访的白俄罗
斯共和国驻华大使布里亚·维克托；

6月13日， 省委副书记孙金龙与
哈萨克斯坦共产人民党中央书记、议
会下院议员阿赫梅特别科夫率领的
哈萨克斯坦客人进行友好会晤；

……
（下转13版）

做班子的带头人

我省召开视频会议部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一进二访”活动

与困难群众“结穷亲”
为贫困地区“出点子”

徐守盛作批示 孙金龙出席并讲话

9月15日晚，长沙市
湘江新区，灯光绚丽，夜
色迷人。 位于该区域的
湘江风光带， 不断打造
以滨江音乐喷泉秀 、湘
江高科技激光秀、 滨江
步道水景秀、 海景鱼缸
互动秀、 滨江广场七彩
主题表演秀， 让游人领
略世界各国多彩艺术的
魅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滨
江
之
光

“关键少数”要深入扶贫关键战场 湖南日报 9月 15日 讯 （记 者
胡宇芬） 在超级杂交稻不断刷新大
面积超高产世界纪录的同时，社会上
也出现了一些质疑声,认为超级稻高
肥不环保。今天下午，由杂交水稻国
家重点实验室和长沙市科技新闻学
会联合主办的学术科普沙龙上，杂交
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符习勤表
示，超级杂交稻完全可以做到绿色环
保又高产， 而且以其明显的生长优
势，更容易实现绿色环保。

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杂种
优势机理研究方向首席科学家邓启
云介绍了超级稻育种的进展。 他说，
在袁隆平院士的“形态改良与杂种优
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 指导下，
分别实现第二、三、四期超级稻育种
的Y两优系列品种， 始终追求广适
性、优质和超高产的同步改良，先后
通过国家审定。根据实验结果，在相
同的普通栽培条件下，超级稻组合相
对普通杂交水稻具有更高的产量水
平。当前生产上推广面积居前列的组

合，都是超级稻品种，这是市场自然
选择的结果。

湖南省水稻所张玉烛研究员从栽
培角度破除了对超级稻的一些误解。
他测试发现，在相同条件下，超级稻品
种的光能利用、 肥料利用均具有更高
水平， 超级稻的增产并非只有特殊条
件才能实现。张玉烛介绍，今年首次采
用绿色生产技术种植了30亩超级稻Y
两优900，不施用化学农药，采用物理
或生物方法杀虫， 和农民施用一样多
的肥料，但采用正确的施肥策略，预计
亩产能达到750公斤左右。

向太阳光要潜力是提高水稻产
量的关键因素。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
验室常硕其副研究员介绍，水稻产量
两三成来自于抽穗前所积累的光合
产物，七八成来自于抽穗后的光合产
物。他研究发现，目前产量潜力最大
的超级稻Y两优900， 则不仅聪明利
用太阳光，还在生物学产量和穗粒数
上实现新的增长，表现出更高的产量
潜力。

面对质疑，专家权威发声：

超级稻可以绿色环保又高产

融入“一带一路”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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