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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县也有大作为。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近两年，桂东县

经济保持高速高质量增长，在省里组织的
民意调查中也屡次获得高分，成为我省一
块令人瞩目的“绿色高地”。

桂东是怎么样实现“绿色崛起”的？3
月中旬，记者走进桂东，对这块“绿地”进
行了一番探访。

思想领航，增强发展定力
“桂东风电场寒口主体工程竣工，顺

利通过验收。” 前不久， 这个消息传遍桂

东城乡，人们为之振奋。
自2015年5月引资9亿元建设的首个

风力发电工程———华能湖南桂东风电场
首批机组并网发电以来，桂东风电产业发
展很快，总装机容量已达13.24万千瓦。

令人刮目相看的还有光伏产业。 桂东
与战略合作者在贫困村建设7440千瓦光
伏电站，也即将并网发电。其中沤江镇青竹
村光伏发电项目装机容量63.6千瓦， 每年
就可为村里带来6万余元收入。

风电产业、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从小
变大，彰显的是桂东守护青山绿水、推动
科学发展的定力，凸显的是广大干部群众
干事创业的决心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贫困不能失志，贫困更不能成为借
口。”县委书记谭建上告诉记者，曾经一段
时期，受地理环境、思想观念等因素影响，
桂东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面对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作为“三大纪律
六项注意”颁布地，桂东以党建为引领，狠
抓“领头人”队伍建设,坚定党员干部的发
展定力。“等靠要”不是出路，既要保护好
生态环境，更要实现全县又好又快发展。

为此，桂东深入开展理想、宗旨和党
性教育，强化发展意识、服务观念。去年，
还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县级领导带
头到联系村上党课，坚定党员干部带头脱
贫、带领群众脱贫的信心，形成“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的干事创业氛围。

“去年7月，谭建上书记到村里给我们
上了一堂精准扶贫的专题党课，大伙心里
亮堂了。” 大塘镇蛟龙村党支部书记方庆
文说，现在村里“我要干事、我要创业、我
要脱贫”的呼声越来越高。

荩荩（下转3版①）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 经济保持高速高质量增
长的秘诀何在———

桂东，党建引领“绿色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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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蔡矜宜
王亮 谭云东）今晚，凭借于大宝的头球
破门，国足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以1比0
击败韩国队，取得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12强赛的首场胜利，同时让进军
俄罗斯世界杯的梦想得以延续。

今晚，长沙贺龙体育中心成为红色
的海洋，欢乐的海洋。近4万球迷穿着印
有“战长沙”的主场球衣，助威声响彻星
城，《浏阳河》的高亢歌声激荡夜空……

里皮首发排出433攻击阵型， 蒿俊
闵与张稀哲、郑智搭档中场，武磊、王永
珀与于大宝组成攻击线。 比赛一开始，
中国队稍显急躁， 频频越位错失机会。
韩国队则以控球为主，伺机而动。

第34分钟，国足进球了！利用一次
角球机会，于大宝甩头攻门，完成了全
场唯一进球。这是国足在本届12强赛主
场的首个进球，于大宝也结束了国足在
12强赛长达408分钟的“进球荒”。

这场胜利， 让中国队的积分与小组
第3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差距缩小至4
分。这场胜利，让国足重塑自信。这场胜
利，让中国队的“世界杯梦想”得以延续。

此前， 国足在长沙踢过8场比赛，4
胜4平保持不败。本次12强赛，虽然国足
前5轮战绩不佳，但随着“银狐”里皮的
走马上任，中国队被重新激发，球迷激
情被再次点燃。

为了承办本次比赛，长沙市投入超
过6000万元对贺龙体育中心的硬件、软
件进行升级改造。 赛事期间， 场地、接
待、服务、赛事组织、安保等各个环节，
多次获得亚足联和里皮的高度肯定。长
沙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充分展现了“健
康之城，体育名城”的风采。

（相关报道见12版）

湖南日报评论员

昨夜的长沙，还是柔柔的风，酥酥的雨。贺龙
体育中心，绿草地，红海洋，高亢而婉转的《浏阳
河》，万人齐唱，响遏行云。于大宝用一粒金子般
的进球，国足用一场久旱甘霖般的胜利，献给现
场可爱可敬的球迷，献给这座有“福地”美称的城
市，献给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而长沙，方方面面
为赛事的顺利进行所付出的艰苦努力，用“平安”
“和谐”四个字为中国队的胜利光荣加冕！

昨夜，为国足喝彩！在现场数万球迷山呼海啸
般的加油声中，国足将士上下用命，精诚团结，奋力
拼搏，展现了渴望胜利、敢于胜利的血性。最终夺得
12强赛的首场胜利， 重燃晋级俄罗斯世界杯的希
望。国足的精神面貌和技战术进步令人欣慰。

昨夜的长沙， 比赛场面激烈而平稳有序，城
市激情流淌而顺畅平安。整个赛事的组织工作严
谨细致，环环相扣，没有出现一丝纰漏。

长沙 ，为你点赞 ！从球赛组委会 ，到足协官
员，从教练里皮，到国足队员，从央视评论员到广
大网友，大家把热情的点赞给了这个夜晚，给了

长沙这座城市。
长沙，为你点赞。我们的球迷阵容整肃，激情澎

湃而文明有礼。他们一刻不停地为国足呐喊助威，同
时也给予了客队应有的尊重。他们，成为赛场另一道
美丽的风景。

我们的志愿者全心投入 ，维持秩序 ，提供服
务，他们热情和蔼，润物无声，展现了湖南人热情
好客、彬彬有礼的良好形象。

我们的卫士不负重托、不辱使命，恪尽职守、
勇挑重担，用忠诚和责任，确保了比赛平安顺利
圆满举行。

焕然一新的长沙贺龙体育中心，经受住了高
水平比赛的考验。场地设施“硬件”及办赛“软件”
的提升，既保证比赛的质量，也增加了城市的美
誉度。

作为东道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自己的真诚
热情和文明风貌，为运动员加油，为体育精神点
赞，展示了长沙这座全国文明城市的文化底蕴。

曲终人散，余音绕梁。昨夜的长沙，必将在中
国足球史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必将在长沙乃
至湖南的文明建设史上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为国足喝彩 为长沙点赞

图② 3月23日晚，球迷为中国队加
油助威。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图① 3月23日晚， 国足队员22号
于大宝进球瞬间。

新华社北京3月23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23日就伦敦恐怖袭击事件向英国女王伊
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 对恐怖袭击事件
表示强烈的谴责 ， 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
切的哀悼 ，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

挚的慰问。
习近平指出，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

中国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愿同英
国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 为维护中英两国和
世界安全作出积极努力。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贺威）今天，省
委副书记乌兰调研了高校党建和思想政
治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她强调要认真学
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按照中
央部署要求,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创新,
推动我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再上新台阶。
高文兵、张尧学、黄伯云参加了调研。

考察中南大学网络思想政治工作成
果展厅后，乌兰肯定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成
效。她说，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积极创新
思政教育方式方法,特别是要发挥互联网
新媒体的作用，探索更多让学生乐于接受

的教育方式，提高思政工作实效。在湖南
师范大学与岳麓区学堂坡社区区校共建
大学生道德高地，乌兰充分肯定大学生参
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思政教育形式。 她说，
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办大学，继续探索推
广志愿服务，让学生在社会大课堂中砥砺
品格。

在长沙理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乌兰详细了解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她
说，要认真梳理学生情况，充分考虑个体
差异，寻找规律，精准疏导，为大学生提供
更好的心理健康服务。乌兰还考察了中南
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 粉末冶金国

家重点实验室，湖南师范大学校史馆、道德
文化研究院，长沙理工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
中心。

座谈会上， 中南大学等3所高校负责
同志和部分教师代表围绕加强和改进新
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听取大家发言后,�乌兰指出，高校肩
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重要任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强化高校师生理想信念教育，大力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融
入到师生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重视
思政师资队伍建设，实现全员、全过程、全
方位育人。 要着力推进思政教育改革创
新，加强第二课堂建设，创造更多机会让
大学生接触社会、了解社会,在实践中育
人。要强化责任，加强高校党建和思想政
治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高校党委管党治
党、办学治学的主体责任。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记者 陈永刚）今天下
午，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发布公示：长沙市城市
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获得批复。2017到2022
年， 长沙将建设地铁1号线北延一期、2号线西延
二期、4号线北延、5号线南延、5号线北延、6号线、
7号线一期共7个地铁项目， 总长度为121.29公
里。到2022年，长沙将形成7条线路、总长264公里
的轨道交通网络。

目前， 长沙地铁首轮建设规划中的2号线一
期、1号线一期已经开通； 第二轮建设规划中的2
号线西延一期也已投入运营，3号线一期、4号线
一期、5号线一期正在加紧施工。为适应城市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 支持长沙市重点区域及新区建
设、提升综合交通枢纽接驳水平、发挥轨道交通
网络效益，长沙市制订了第三期建设规划，得到

了国家发改委的批复认可。
根据规划，7条线路的总投资约为840.13亿

元。为与前两期规划系统制式相统一、实现资源
共享，本轮项目原则上涉及1号线、2号线、4号线、
5号线的延伸线路，均采用B型车6辆编组；6号线、
7�号线采用A型车6辆编组， 最高运行时速均为
80公里。 据了解，A型车载客量可比B型车提升
20%以上。

批复文件要求，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坚
持经济、适用、安全的原则，统筹考虑城市开发
进程、建设条件及财力情况，稳步推进项目建
设。批复文件还提出，地铁建设要与黄花机场、
城际铁路、汽车南站和汽车东站等主要对外交
通枢纽做好规划衔接，换乘设施“应一次建成，
可分期投入使用”。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3月23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何峰 王琳）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获悉，我省将通过“一河一长、一河一
档、一河一策”和“一月一晒、一季一督、一年一
评”的工作措施，全面推行河长制。

什么是河长制？ 省水利厅厅长詹晓安说，河
长制就是省市县乡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河
长、履行河湖管理保护第一责任人职责的制度体
系，有利于统筹推进上下游、左右岸的保护与治
理，从而系统解决水资源、水灾害、水生态、水环
境等突出的水问题。目前，我省省市两级河长名
单已通过湖南日报向社会公布；4月底前， 县、乡
两级河长也将全面公布。

根据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今年2月
印发的《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实施意见》，我
省将坚持流域与行政区域相结合， 全面建立
省、市、县、乡四级河长体系，加快实现“水系完

整、水量保障、水质良好、河流畅通、生物多样、
岸线优美”的目标。到2020年，全省用水总量控
制在350亿立方米以内， 全省重要江河湖泊水
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2%以上，全省河湖水
域面积保有率不低于7%，湘江、资水、沅水、澧
水干支流及洞庭湖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
90%， 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控制在10%以
内，全省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9%以上，湿地保
护率稳定在72%以上。

全面推行河长制，需要强化干部群众河湖保
护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
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据了解，下一步，我省将利
用“考核问责”和“奖优罚劣”的工作杠杆，强化地
方政府河湖管理保护的主体责任，调动相关职能
部门河湖管理保护的积极性，发挥广大社会群众
的参与和监督作用，共同管理好、保护好全省河
道湖泊。

长沙地铁第三期建设规划获批
2017年到2022年再建7个地铁项目，总长121.29公里

乌兰调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时强调

坚持问题导向 强化改革创新
推动思政工作再上新台阶

河长制将系统解决水问题
推行“一月一晒、一季一督、一年一评”

就伦敦恐怖袭击事件

习近平向英国女王
致慰问电

①

②

中国队1比0战胜韩国队 长沙赛事组织、 场地硬件、
安保服务获亚足联高度肯定

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