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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11月24日7
时40分许， 江西宜春市丰城发电厂三期在
建项目发生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
事故。截至24日22时，事故已造成施工人员
74人遇难、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正在国外访问的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
即作出重要指示， 要求江西省和有关部门组
织力量做好救援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尽快

查明原因，深刻汲取教训，严肃追究责任。近
期一些地方接连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国务院
要组织各地区各部门举一反三， 全面彻底排
查各类隐患，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堵
塞安全漏洞，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争分夺秒抢救被困人
员，全力以赴救治伤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伤
亡。 （下转2版①）

习近平对江西丰城发电厂“11·24”
冷却塔施工平台坍塌特别重大事故
作出重要指示

做好救援救治善后处置
全面彻底排查各类隐患

李克强就救援工作作出批示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陈昂）“如
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如果
你是一线阳光， 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今
天上午，省政协机关举行微党课比赛，由机关
各党支部推选的14名党员参加比赛。经过激
烈角逐， 来自机关后勤服务中心支部的罗小
军与来自民族和宗教委直属支部的罗哲共同
拔得头筹。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李微微观看

比赛并为获奖者颁奖。
今年以来，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省政协

机关认真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省政协党
组成员、机关党组成员带头讲党课，普通党员争
相讲党课，机关大党课与支部微党课相结合，让
“两学一做” 四个专题的学习开展得有声有色，
体现了领导做表率、党员全覆盖的鲜明特点。

比赛现场，14名选手围绕党的十八届六

中全会、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等“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重要内容，结合工作实际，结合
身边人、身边事讲述自己的学习体会。他们声
情并茂的演讲，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引发了
现场观众的强烈共鸣。

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长、机关
党组书记袁新华说， 此次微党课比赛达到了
促学习、促思考、促交流、促工作的目的；下一
步，要在省政协党组的坚强领导下，进一步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第十一次党
代会精神，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在学思
践悟上下功夫， 把学习成效更好地体现在履
行政协各项职能上。

省政协机关举行微党课比赛
李微微观看比赛并为获奖者颁奖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周云武

长沙市望城区，区域面积960平方公里，
刚好是我国陆地国土面积的万分之一。

这个万分之一，分量如何？

美丽的“万分之一”
在刚刚闭幕的国研智库论坛2016·湘江

论坛暨世界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峰会上，望
城之美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这里山清水秀，湘江、沩水河、八曲河、马
桥河4大河流碧波荡漾，团头湖、千龙湖等湖

泊星罗棋布，黑麋峰、谷山、乌山等山峰巍峨
耸立，月亮岛、蔡家洲、洪家洲等洲岛静卧江
心，连绵成绝佳山水长卷。

这里有一条条景观大道。水杉、杜英、玉
兰、红叶石楠……湘江西岸，总面积达32.5万
平方米的绿化带为20公里长的沿江道路系
上一条绿围脖，金星大道、雷锋大道、黄桥大
道等道路被装点得色彩丰富、自然成趣，让城
乡“春有花、夏有荫、秋有色、冬有景”。

这里有一座座秀美村庄。“不大包大揽，
不大拆大建， 发动群众， 因地制宜， 生态美
化”，各乡镇免费提供花籽草种，引导农户在

房前屋后自行栽种，美化家园。茶亭镇四季花
海百里飘香，谢家新屋万亩竹海远山碧透，光
明村葱绿满眼、果茶满坡……

这里有独具魅力的湘江古镇群。 靖港古
街述说着历史故事，乔口诗联代代相传，铜官
窑火千年不熄，新康花鼓戏传遍十里八乡，书
堂山缅怀着楷圣欧阳询的才情，丁字湾“麻石
铺天下”……经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进行保护
性开发，“到靖港寻古、到乔口吃鱼、到铜官玩
陶、到新康看戏、到书堂润墨”的文旅品牌已
形成。

（下转14版）

“万分之一”的分量
———长沙市望城区经济社会发展掠影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李伟锋 实
习生 张维正 通讯员 刘辉军） 今天下午，随
着湘潭县境内7218至7231档右极导线牵引、
架设到位，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
输电工程湖南段354千米线路全线提前架
通。

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线
路，是首个直供湖南的特高压线路。该线路从

甘肃酒泉出发，途经甘肃、陕西、重庆、湖北、湖
南5省（市），落点湘潭县，线路全长2382千米。
其中湖南段，途经石门县、澧县、临澧县、桃源
县、鼎城区、桃江县、宁乡县、湘乡市、湘潭县，
共建设铁塔724基，换流站1个。

该工程自2015年6月开工以来， 湖南省
送变电工程公司、 湖南省电网工程公司等参
建单位，克服施工条件艰苦、罕见“冬汛”灾

害、交叉跨越复杂等诸多困难，在保证建设质
量的前提下提前1个月实现全线架通。

据省电力公司介绍， 酒湖特高压线路将
于明年1月份完成竣工验收，2月份带电运行，
预计4月份可投运送电。 届时， 每年有大约
4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从甘肃输送到湖南，
将有效改善湖南能源结构， 大力提升湖南能
源保障能力。

11月24日下午， 湘潭县射埠镇， 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特高压直流线路附件安装。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恭候”大西北电力入湘
酒湖特高压线路湖南段架通，预计明年4月全线投运，每年输送电约400亿千瓦时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冒蕞）记
者在今天上午召开的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会议上了解到，今年我省全面落实中央“五
个一批”工作要求，新增财政扶贫资金20亿
元，较上一年增长205%，并推进了脱贫攻坚
“七大行动”，全省脱贫攻坚各项工作进展顺
利，来势良好。

“七大行动”分别是：
———发展特色产业增收脱贫，投入省级

财政资金10亿余元， 重点实施产业项目86

个， 直接帮扶20万贫困人口发展生产，同
时，在60个县556个贫困村开展了光伏扶贫
试点，增强村级集体经济。

———推进劳务输出脱贫， 通过产业促
进、创业带动等方式，转移就业11.57万贫困
人口，并通过开展劳务协作脱贫试点，探索
形成了“一套机制+一项平台+四个关键环
节”的“114”模式，帮助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18.96万贫困劳力实现稳定就业， 新增转
移就业2.2万余人。 （下转2版②）

“七大行动”齐发力
我省脱贫攻坚进展顺利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 （记者 冒蕞）今
天上午，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许达哲主持召
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2016年第三次全体
会议，学习贯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第
十二次和第十三次全体会议，以及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精神，重点研究脱贫攻坚的一些具
体工作， 要求全面完成年度扶贫目标任务，
更好地谋划明年脱贫攻坚工作。 他强调，要
按照省党代会部署， 进一步增强使命感、责
任感，以“啃硬骨头”的干劲，坚决打赢脱贫
攻坚战，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省委副书记乌兰，省委常委、常务副省
长陈向群，副省长戴道晋出席。

会上，省扶贫办、省发改委、省民政厅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 就脱贫攻坚责任落实、异
地扶贫搬迁、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等工作作了
情况汇报。 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结合各自实
际，谈了下一步工作打算和具体建议。

许达哲充分肯定今年全省扶贫工作取
得的成效。他指出，脱贫攻坚是湖南必须抓
好的第一民生工程和政治任务，各级各部门
要更加重视，在省委、省政府统一领导下，把
责任层层分解和压实到省直各部门和市县
各级，确保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圆满完成脱贫
攻坚任务。要进一步总结和推广“四跟四走”
产业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模式等好经验好做
法，为做好下一步扶贫工作打下良好基础。

许达哲强调， 要更加重视激发内生动
力。坚持农户主体，各级帮扶，坚持造血式
扶贫方式， 因地制宜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
活条件，以提升贫困农户素质为主导，加强
教育培训，真正让贫困人口与市场对接，获
得稳定的收入来源。 要将帮扶措施精准到

人到户。紧扣“两不愁、三保障”，创造性落
实中央提出的“五个一批”要求，做到因户
施策、因人施策；高度重视非贫困村的贫困
人口帮扶，有效整合、均衡配置扶贫资源，
确保帮扶措施覆盖全部贫困人口。 要狠抓
脱贫攻坚政策落地见效。强化政策宣传，让
基层干部掌握政策，让贫困群众知晓政策，
“倒逼”乡村两级落实政策；各部门要强化
政策督查，同时在数据运用、教育培训、督
促指导等方面，加强沟通协作、尽量统筹安
排，让地方腾出更多精力抓落实，更好地释
放政策红利。要确保进度服从质量。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 通过严格开展督查、 巡查、考
核、审计，切实杜绝形式主义、推进不力、脱
贫造假等问题，督促各级各部门把该履行的
职责履行好、该做的工作做到位；以改革思
维推进工作，不断探索创新部门协作、资源
整合、资金筹措等方面的方式方法，确保相
关政策措施更切合湖南实际、更贴近贫困群
众所需所盼。

乌兰指出，要进一步坚定攻坚克难的信
心和决心，抢抓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开发的历
史机遇，把国家和省里的一系列扶贫政策落
细落小落实，解决好“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要完善脱贫攻坚的体制机制， 层层压实责
任，层层传导压力，明确谁来扶、扶什么、怎
么扶，要特别注重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把村
级党组织换届和扶贫工作相结合，建立一支
永远不走的工作队。要坚持内外发力，既借
助外力帮助贫困地区脱贫，又要调动贫困地
区和贫困群众的积极性， 激发其内生动力。
要加大督查力度，切实防止“数字脱贫”和虚
假脱贫，让老百姓真正见到实效、得到实惠。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

以“啃硬骨头”的干劲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乌兰等省领导出席

湖南日报11月24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
威 通讯员 罗随厚）10月下旬， 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在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督查
扶贫攻坚时，对村民勤劳巧干，不等不靠，用
自己双手脱贫致富的精神深表赞许。 村党支
部书记彭育晚说：“村里发展旅游， 村民找回
了自信，大家脱贫致富劲头十足。”

新化确定了全县2018年脱贫摘帽、2019
年与全省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近
年来，新化把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
重点沿高寒山区、 水淹库区、 石灰岩干旱区

“三大贫困带”进行旅游开发建设，初步形成
了以梅山古城为中心，以紫鹊界、大熊山为两

翼，其他乡镇多点发力的乡村旅游空间布局。
依托已有的特色资源， 新化加强了基础

建设。 奉家镇渠江源茶文化主题公园和下团
村桃花源景区、 吉庆镇厚皮岭村万亩李花和
牡丹花基地、 柘溪库区5万亩杨梅基地等20
多处景观农业基地精品景点相继面世。 以9
个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村建设为带动， 建成
了一批能唤起乡愁、品尝乡味、体验乡俗的美
丽乡村，发展旅游。

按照“基地+景点+产业”融合模式，新化
大力发展黑猪、南竹、杨梅、金银花、李树等

“五色”产业，以色生景、以景带游、以游促产。
同时，加大农产品开发成旅游商品的力度，形

成了5个年产值3亿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产
业群。 茶叶产业强势回归、 水酒产业异军突
起、水果产业不断发展、旅游食品及工艺品产
业方兴未艾，大大提高了养殖、种植贫困农户
收入。

新化基本形成了大熊山的蚩尤文化、上
梅镇的千年古城与梅山文化、 水车镇的梯田
观光体验和农耕文化等主题鲜明的9大乡村
旅游品牌，直接从事乡村旅游的人数超过15
万人。与2010年相比，农村贫困人口从38.5万
人锐减到13.68万人， 总数减少近25万人；贫
困发生率从44.7%降至9.4%，年均降低近7个
百分点。

全域旅游与精准扶贫深度融合

新化25万人脱贫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市规划

建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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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禁邮寄入湘植物增4倍

超级杂交稻再创新高

4类人容易“中招”
———我省通讯信息诈骗大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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