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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培生 李秉钧 颜石敦 陈应时

阳春三月，在全国生态示范区桂东县，处处
生机盎然，绿波荡漾。

地处湘东南的桂东县， 是全省平均海拔
最高的县。近年来，该县经济实现高速、高质
量增长，成为我省一块新的发展“高地”。去
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0.78亿元，比上年增
长10%；完成财政收入3.32亿元，比上年增长
16%，其中税收占比高达82.3%；一二三产业
之比达到15∶25∶60。

“我们坚持绿色发展不动摇，生态项目、生态
产业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桂东县
委书记谭建上介绍，县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今年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力争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

比上年分别增长10%、13%以上，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1%、14%以上。

一“退”一“控”保“生态高地”
桂东境内原始森林和次生林密布，森林覆盖

率达85%，居全省第一；负氧离子含量极高，被上
海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定为“全国负氧离子含量
最高的县”，是名副其实的“生态高地”。为保护好
这个宝贵的生态财富，早在两年前，桂东就关闭
化工企业7家，实现化工产业“清零”。

“桂东是国家级贫困县,做这种‘减法’就直接
减少了四分之一的财政收入，对经济造成较大影
响。但这有利于生态保护和转型发展，长远看是
做‘加法’。”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伍志平说。

桂东不仅全面退出化工产业， 还将仅有的2

座煤矿关闭，关停非法砖厂159家，并严控有色金
属开发。桂东稀土储量占全省三分之一左右，储量
价值达2000亿元以上，铅、锌、钨、锡等矿产资源
也很丰富。相邻的一些地方把稀土挖得热火朝天，
但桂东不“眼红”，放在那里不动。

一“退”一“控”，桂东牢牢守住了生态保护
红线。

同时，桂东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
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全方位
保护好青山绿水。在“十三五”规划中，还明确了

“一园两屏三片”生态空间布局。即：打造全域生
态产业园，以八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齐云峰
国家森林公园为两道生态屏障， 将东北部中低
山宽谷、西部中山盆谷、东部低山谷地3个片区
划定为生态功能区。 荩荩（下转2版①）

桂东抢占“绿色高地”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再兴 跃金）总投资6亿余元的平江县幕阜
山景区，今年已启动21个项目建设。3月20日，记
者在现场看到，通天大索道、通景一级公路、连
山小镇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据了解，为谋求
“旅游旺县”，该县拟定了8年内再整合资金1000
亿元的目标，建设好8大全域旅游示范基地。

去年，平江县提出实施“旅游旺县”发展战
略，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目标，从机制
创新、规划先行等5方面着手，打造幕阜山、石牛
寨、长寿谷、连云山、福寿山、安定区、城关综合
体、十里长坡等8大全域旅游示范基地。县里成

立旅游发展领导小组，实行县委书记、县长双组
长制。同时，探索建立“1+6+N”监管模式，即：成
立旅游发展委员会，组建旅游警察中队、市场和
质量监督旅游分局、 旅游民事合议庭等6个机
构，在发改、交通、水务、林业等10个部门和24个
乡镇设立旅游发展办公室， 并成立旅游扶贫联
盟，助推“旅游+扶贫”。

平江县旅发委牵头负责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编制，按照“三山一寨一江一城”总体布局，
要求所有城镇、村庄、景区规划与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结合。该县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今
年完成平汝高速南江出口至幕阜山、 长寿镇

至砂岩水库、安定镇至福寿山、福寿山至连云
山等公路建设， 启动投资10亿元的大型游客
服务中心建设。

平江县还紧跟互联网和体验经济时代步伐，
浇铸“激情山水 自在平江”全域旅游品牌形象。投
资1000多万元建立智慧旅游平台，形成“旅游网
站+社交媒体+APP+在线旅游服务” 一体化网络
营销体系，全面建立线上销售和线下体验相结合
的旅游新模式。去年，该县共接待游客1234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9亿余元，直接创税5000
万元。 在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大会上，
该县作了典型发言。

投资千亿建8大基地，助推全域旅游

平江发力“旅游旺县”

■编者按

对湖南而言， 发展始
终是第一要务。这道理，那
道理， 不发展就没道理。
发展离不开一大批好项
目、大项目做支撑。大力推
进产业项目建设， 发展产
业经济， 将是湖南未来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今天起， 湖南日报
推出 “扑下身子抓项目”
系列报道， 连续推出先进
制造、环境治理、矿业升级
等领域的10个重点项目 ，
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时令已过春分，冷雨淅淅的长沙，人们还得
穿棉衣。

岳麓大道以南，雷高路以西，望雷路以东，
这块总面积达600多亩的区域，就是正在建设的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通
号）长沙产业园。

3月21日， 记者来到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
雨幕中却见园区一片忙碌。

记者老远就看见清洗车在几栋已成雏形的

厂房周边，来回清洗道路上的污泥。走近已经完
成主体工程的厂房，电焊声、敲打声此起彼伏，
与滴答的雨声相和……

虽然下着雨，但工人们并没有歇工。在工地
上，记者看到一个看上去40多岁的女人，熟练地
抹上灰浆，搬起一大块轻质砖，上下左右对齐，
再用抹浆刀柄在砖上轻轻敲打压实……别看是
女将，一套动作麻利娴熟。

见她穿着雨衣冒雨工作， 记者忍不住问：
“师傅，下雨天也不休息？”

“我也想休息 ，可人家不是‘催命 ’一样

嘛……” 师傅说着， 毫无顾忌地瞟了眼记者
身旁的几位业主方代表。

“哈哈……王师傅的活做得蛮好的！”挨了
“抱怨”有点小尴尬，但中国通号长沙产业园项
目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曹建平， 还是很大方地表
扬了她。

“没办法，天天下雨，春节后就没几个施工
的好天气。我们还想争取在8月底投产呢。”曹建
平看看天，焦急地说。

也难怪曹建平急，他可不想在关键时候“掉
链子”！ 荩荩（下转2版②）

中国通号：
演绎长沙“速度与激情”

3月21日，长沙市望城
区东方红镇岳麓大道南，
建设中的中国通号长沙产
业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李伟
锋）省委经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今天召
开2017年第一次会议，绘制今年全省经
济体制改革蓝图。

根据部署，今年全省经济体制改革
突出“一主线四围绕”开展系统攻坚。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 出台去产能
总体方案，研究建立房地产平稳健康发
展长效机制， 完善市场化降杠杆机制，
制定2017年降成本实施方案， 推进金
融、能源、公共设施、民间投资等领域补
短板专项行动计划。 完善振兴实体经济
体制机制，包括深化产业园区管理体制
改革、 赋予园区相应经济社会管理权
限、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等。

围绕增加发展动力，完善创新引领
体制机制，健全开放崛起体制机制。 包
括推进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湘江
新区改革发展、 加强国际产能合作、健
全对外投资促进政策服务体系、争创自

贸区等。
围绕激发市场活力，推进产权保护

法治化、资源要素市场配置改革、深化
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国企国资改
革、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深化价格体
制改革。 包括推进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
整和企业重组整合，改革国有资本授权
经营体制，完成县级农信社改制，完善
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扩大差别电价，放
开交通运输行业竞争性环节价格等。

围绕提升治理能力， 深化“放管
服”、行政审批、财税管理体制改革，推
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公务用车制度
改革。 推进省以下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改革，健全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推进
全省统一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健全部门
联合激励和联合惩戒机制等。

围绕加强试点探索深化改革。 主要
包括新型城镇化试点、省直管县经济体
制改革试点、 产城融合示范区试点、涉
农资金整合试点、电力体制改革试点等
改革探索任务。

今年突出“一主线四围绕”开展系统攻坚

湖南绘就经济体制改革蓝图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今晚7时35分，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中国队和韩国队的比赛将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
打响。数万球迷已聚集长沙，期待一场精彩的比
赛；赛事吸引着700多名中外记者，他们将用自
己的视角，向世界报道这次比赛的盛况。

因为足球，长沙再次成为视点；万众瞩目之
下，长沙准备好了吗？

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对一座城市的交通、
安保、消防等公共服务能力的多重考验，它衡量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文明进步程度、组织管理能
力。为确保比赛安全顺利举行，长沙贺龙体育中
心投入了必要的人力、物力，增加设备、修缮场
地，提质升级各项服务；省市各部门、赛事组委
会未雨绸缪，做了大量扎实有效的前期准备。可
以说，为了迎接这场比赛，长沙已万事俱备。

亚足联、中国足协“相中”长沙，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长沙有着举办大型赛事的成功经验。
近几年，从男篮亚锦赛，到长沙国际马拉松赛，
再到本次12强赛， 长沙连续向世人奉献出顶级
“体育大餐”。赛场上，竞技水平高，比赛氛围浓；

赛场外，公共服务及时、细致、完备。
另一个原因是，长沙作为赛事举办地，拥有

着一支数量庞大、文明水准高、服务热情细致的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队伍。作为东道主，湖南球迷
充满激情而不失理智与风度， 长沙志愿者服务
细致、热情周到，他们是展现长沙乃至湖南风采
的“形象大使”，是长沙打造“体育名片”的坚强
后盾。

本场比赛备受关注，你我都是志愿者。让我们
一起，展现湖南人热情好客、文明有礼的崭新形象，
为长沙这张亮铮铮的“体育名片”增添新的成色。

擦亮城市“体育名片”，你我都是志愿者

湘声

“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是
我们党立下的军令状。” 今年全国两
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代表团
参加审议时再次强调脱贫军令状。

为确保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中央
明确要求把不脱贫不调整、不摘帽不
调离作为一条纪律，切实稳定贫困县
党政正职。 作为贫困县的县委书记、
县长们，要正确对待“留”的问题 ，在
其位、尽其责，安其心、竭其力 ，始终
把脱贫攻坚系在心上、抓在手上。

我省贫困县的县委书记 、 县长
们 ，总体上是优秀的 ，普遍得到公
认 。中央提出贫困县党政正职不脱
贫不调整 、 不摘帽不调离之后 ，一
石激起千层浪 。有的书记 、县长觉
得 ，他们在贫困县工作 ，条件本来
就比较艰苦 ，也确实为当地发展花
了很多精力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公
平 ；有的认为 ，贫困县的党政正职
不少是厅级后备干部 ，如果现在不
能提拔 ，可能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
个店了 ”； 还有的同志虽然嘴上不
说 ，但心里还是在犯嘀咕……

干部有些想法和个人诉求，这都

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简单地看成
觉悟不高。省委 、省政府去年曾专门
召开会议，找贫困县党政正职谈心谈
话，今年以来 ，省领导又多次赴贫困
地区调研，就是要让大家把心里话说
出来，把思想上的疙瘩解开 ，坦然去
面对，心情舒畅地去工作 。大家要看
到，“留”既是一种重托、一种信任，也
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 ，既然 “留 ”下
来 ，就要 “留 ”出境界 、“留 ”出干劲 ，
“留”下好作风好口碑。

县一级， 是干事创业的大舞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任书记有
一任书记要干的事。 对贫困县而言，
打赢脱贫攻坚战就是我们这一代、这
一任肩负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有一种
置个人升迁于不顾 ， 敢于把贫困的
“山头”攻下来，敢于把贫困的“帽子”
甩到太平洋去的精神。如果我们没有
这种思想认识 ， 没有这种干劲和气
魄，那不叫真扶贫！

脱贫攻坚越往后越难， 在加大对
贫困地区政策支持力度的同时， 要从
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家庭上关心
关怀贫困地区干部， 真正对他们高看
一眼，厚爱一分，让大家安心脱贫攻坚
事业， 全身心投入到带领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中去。

“留”是重托也是信任

守住生态红线，力推转型发展———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
省通信管理局调研。他强调，以网络强
国战略为引领，紧紧围绕新常态下信息
化建设的要求，加快推进网络基础设施
覆盖，促进互联网产业体系建设，推进
信息便民惠民， 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
力， 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
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更好地服务发展、
造福人民。

副省长张剑飞、杨光荣参加调研。
许达哲一行考察了网络安全管理

及大数据分析系统，并同省通信管理局
和电信、移动、联通、铁塔湖南公司相关
负责人座谈，现场回应了大家提出的意
见建议。

在座谈中，许达哲对近年来全省信
息通信行业取得的工作成绩给予充分
肯定。他指出，信息化是适应和引领发
展新常态的重要引擎，是改善民生的重
要内容。要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信息化
基础平台。切实加大建设投入，因地制
宜确定建设标准和方式，不断提升信息
基础设施水平， 特别是提前谋划张吉
怀、 长益常铁路沿线基站建设等工作；
用好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加快高速宽带
网络建设， 切实解决湖南网络普及率
低、高速宽带用户占比较低、城乡发展
不平衡、光纤入户强制性标准落实不到
位等问题，打通入户“最后一公里”。

许达哲强调，湖南要打好转型升级
战役，必须把信息、通信等新兴产业的
培育壮大放在重要位置，不断提高新兴
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要围绕促进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发挥湖南数
据资源和技术平台优势，加快实施制造
强省五年行动计划、“互联网+” 三年行
动计划和新兴优势产业链行动计划，不
断提升我省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围绕促
进互联网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
合，推动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
包括全域旅游、卫星遥感、在线医疗、文
化创意等领域内更广泛地应用，特别是
为各级政府部门建设统一高效、互联互
通的电子政务公共平台提供技术支撑，
不断催生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壮大现代互联网产业体系。

许达哲强调， 要加大服务民生力
度。以提速降费为主攻方向，清醒认识
到今天的让利于民是为了更好地拓展
用户、占领市场；拿出实实在在的便民
惠民举措，让群众享受到更快捷、更优
质的通信服务； 积极推进信息扶贫，在
完善贫困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提高贫
困群众互联网应用能力等方面不断探
索新经验。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来牢牢
守住网络信息安全底线。把好云端数据
保密关，防范好网络黑客攻击、网络病
毒、网络欺诈、网络盗窃等违法犯罪行
为，切实提升网络安全保障能力。

许达哲在省通信管理局调研时强调
加快信息化建设步伐

更好地服务发展造福人民

走近科学家
文石林：
把脉大地的“土行僧”

书香墨浓，父子同成长齐 有道 百
姓
篇

3版

6版

扑下身子抓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