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个市州进入“整改进行时”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2版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丁酉年四月初三

第24424号

28
2017年4月

星期五

今日16版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发行物流有限公司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喻文杰 版式编辑 周双

督察进驻期： 2017年4月24日—5月24日
专门值班电话： 0731-81110879

专门邮政信箱： 长沙市第440号邮政信箱
受理举报电话时间： 每天早8:00—晚8:00

中央驻湘环保督察组值班电话和邮箱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石科圣）4月26日， 在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山
村稻虾共养示范基地， 村民们忙着投放小龙
虾虾苗。村党支部书记赵志祥说，村里与顺祥
食品有限公司合作， 建立稻虾共养示范基地
1200亩，亩均年收入可达6000元以上。去年，
南县共发展稻虾生态种养24万亩， 创产值
13.8亿元。

作为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省目前唯
一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 益阳市近年来对照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体系6个方面24项
指标、 现代农业改革试验市9个方面221项任
务，积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步
形成了具有“益阳特色”的“五化”，即农业结

构合理化、产业特色化、基地标准化、经营规
模化、品牌绿色化。去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
产值增速居全省第一，今年一季度继续领跑
全省。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基础上， 益阳市大力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去年全市粮经比调整为
40比60，种养比调整为45比55。茶叶、蔬菜、中
药材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 1.53% 、14.2% 、
9.54%。养殖业由生猪为主向生猪、草食动物、
家禽、水产等多元发展转变。同时，因地制宜
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形成了安化黑茶、桃江笋
竹、赫山大米、沅江芦笋、南县小龙虾、大通湖
大闸蟹等县域品牌。

为提升农产品质量，益阳市还制（修）订

农业标准24个、技术操作规程158个，创建种
植业标准化示范区145个，国家级标准化养殖
场、 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 蔬菜标准园等79
个。以标准为引领，推进农业经营规模化。全市
现有种养大户4.45万户、家庭农场3379家、农民
专业合作社3696家，每个经营主体平均流转土
地103亩，带动全市80%以上的土地流转。

同时，益阳大打“绿色牌”“有机牌”“安全
牌”，推动农业由数量型、粗放型向质量型、
效益型转变。目前，全市有效使用农业部无
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志的农
产品309个，并获得中国驰名商标17个、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及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13个。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周勇军
通讯员 李勇岗 蒋志斌 吕俊

既能洒水、又能喷药、还能灭火的多功能
消防洒水车，超窄复杂路面清洁的扫地机，迷
你型垃圾压缩机……这些自主研发、 服务乡
镇的“小而精”环卫机械，帮助湖南瑭桥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从一
家库存积压严重的中联重科配套企业， 成功
转型为“一单难求”的高新技术企业。

“这搭帮常德高新区党工委和公司党支部
给了企业转型的勇气和路子。”企业负责人说。

近年来， 常德市鼎城区坚持把党建作为
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加快发展的根本保
障，有力促进党员干部作风“实”起来、干群关

系“好”起来、党内生活“严”起来、发展环境
“优”起来，催生了一批工业强区、生态名镇、
龙头企业，受到了省委组织部的肯定。

植根基层沃土， 党建催生的红色力量正
悄然孕育着鼎城全面小康的巨大能量。2016
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79.9亿元，全面小
康实现程度达93.3%，指标提升幅度位居全省
二类区县第一。

牵住党建“牛鼻子”，
用好考核“指挥棒”

“抓党建必须抓责任制，抓好责任制落实
就是抓住了基层党建‘牛鼻子’。”鼎城区委书
记杨易介绍说。 该区始终抓好党建责任制落
实， 坚持开展述职评议考核， 充分发挥区委

“一线指挥部”、乡镇党委“龙头”和村党组织
“地基”作用，着力构建“书记抓、抓书记”、一
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的农村基层党建工作
格局。

把党建作为“书记”工程，43名区级党员
领导干部全部认领贫困村、 软弱涣散基层党
组织、美丽乡村、完美社区等联系点，基层党
委书记每人每年包抓1-2个基层党建联系点。
该区从落实党建工作责任、 联系服务群众和
落实经费保障等10个方面入手， 将各级党组
织的全年党建工作细化、量化、具体化成责任
清单，建立管党责任百分制考评体系并“每月
一调度、每季一督查、每年一评议”，实现党建
任务由“虚”到“实”、由“宽”到“严”。

荩荩（下转9版）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陈勇）记者
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 省政府昨天收到民
政部《关于同意湖南省撤销宁乡县设立县
级宁乡市的批复》红头文件，要求省民政厅
商长沙市政府，根据批复精神，做好撤销宁
乡县、设立宁乡市的相关工作。

民政部文件说，“经国务院批准， 同意
撤销宁乡县，设立县级宁乡市，以原宁乡县
行政区域为宁乡市的行政区域， 宁乡市人
民政府驻玉潭街道金洲大道5段398号。宁
乡市由湖南省直辖，长沙市代管。”

文件要求， 撤县设市各项工作要深入
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 四中、五
中、六中全会及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尊重和顺应

城市发展规律，坚持经济、社会、人口、环境
和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统筹做
好城乡规划、建设和管理，提高新型城镇化
质量和水平，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涉及
的各类机构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
则设置，涉及的行政区域界线要按规定及时
勘定，所需人员编制和经费由湖南省自行解
决。要严格按照国务院“约法三章”的要求，
不新建政府性楼堂馆所，不增加财政供养人
员，不增加“三公”经费。要严格执行中央关
于厉行节约的规定和国家土地管理法规政
策，加大区域资源整合力度，促进区域经济
社会协调健康发展。要强化组织领导，明确
工作责任，加强行政区划调整的社会稳定风
险评估，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行政区划
调整有序稳妥实施。 荩荩（下转7版①）

湖南日报评论员

如何在多样社会思潮中强化主流思想引
领，在个性发展需求中强化共同理想教育，在
多元文化时代中强化核心价值培育， 是做好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大课题 。 答题交卷 ，
解疑释惑，就必须有针对性地根据大学生们
的特点 、喜好乃至接受方式 ，让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 “活 ”起来 、“动 ”起来 ，让富有亲和力
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的良
师益友。

现在的高校学生大多是朝气蓬勃的 “95
后”，他们视野宽广、开放自信，但由于还没有
搭建好完整的知识体系， 没有形成稳固的价

值观，情感心理也尚未成熟，面临着种种成长
中的烦恼，对思想政治方面的引导，其实存在
着迫切的需求。如何及时发现、正确引导高校
学生思想深处的真实困惑和需求， 对于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而言， 提升亲和力和针对性
很关键。为什么《马克思是个90后》那么受欢
迎？为什么《人民的名义》中的达康书记拥有
那么多大学生粉丝？ 不就是因为他们让年轻
人毫无违和感吗？

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亲和力， 习近平总
书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在各地考察时多次到高校和师生交
流，给优秀的学生个人及群体复信，谈人才 、
谈教育、谈科技创新，也谈生活，更关心青年

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在大学生们眼里，习总
书记是领导人， 也是师长朋友， 还是励志偶
像。习总书记有一些堪称警句格言的话，还被
大学生直接拿来当座右铭，比如“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好儿女志在四方， 有志者奋斗无
悔”等。

若说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形势有
什么与以往不同，最明显的一点在于，新时期
的高校学生个性更鲜明、思想更活跃、知识结
构更立体。他们平时看似嘻嘻哈哈，热衷于网
络游戏，但内心同样蕴含着饱满的政治理想与
爱国热情，在事关民族大义、家国命运等大是
大非面前从不含糊。这是我们做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最牢固的基础。 荩荩（下转7版②）

益阳种好现代农业改革“试验田”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领跑全省

植根沃土的红色力量
———鼎城区抓基层党建促经济发展纪实

� � � � 湖南日报澳门4月27日电（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澳
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 他希望大家继
续关心支持湖南改革发展， 进一步丰富完
善湘澳交流平台，推动双方实现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合作， 共同开启湘澳合作美好
明天。

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等出席
会议。省政府秘书长王群主持。

会上，许达哲率省直相关部门负责人，
同澳门投资贸易促进局，澳门中华总商会，
贺田工业有限公司， 澳门创世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澳门殷理基集团有限公司，澳门宏
基行有限公司， 澳门湖南商会等机构及企
业负责人进行了真诚交流， 会场气氛十分
热烈。 大家围绕全面加强澳门和湖南交流
合作，改善湖南投资环境等各抒己见，为湖
南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建言献策。

“湖南和澳门之间地缘相近、 人缘相
亲、商缘相融，近年来交往越来越频繁、合
作越来越密切， 有力造福了湘澳两地人
民。”许达哲说，湖南正处在加快发展的重
要机遇期，高铁、航空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日
益完善，为湖南开放崛起提供了有力支撑；
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长株潭“中国
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等国家级平台

的设立，为湖南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提
质增效创造了重要契机；良好的资源禀赋、
深厚的人文底蕴， 是湖南发展现代农业和
现代服务业的坚实基础。活力迸发、商机
无限的湖南欢迎大家前来寻求机遇，合作
共赢。

许达哲指出， 澳门是祖国南海上一枝
美丽的“莲花”，是国际性旅游中心和中国
与葡语系国家交流合作平台，资金、管理、
服务等优势明显， 在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建设中处在重要战略位置， 与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的互补性很强。 真诚希望通过在澳
人士的倾力帮助， 进一步丰富完善两地各
类交流平台，进一步深化两地在绿色食品、
旅游休闲、文化创意、国际会展等领域的合
作。同时，希望借助澳门的平台优势，进一
步拓展湖南与葡语系国家的交流渠道，共
同促进湖南以优势产业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共同谱写湘澳开放发展的新篇章。

会后，许达哲、梁维特等共同见证签约
仪式。 省商务厅与澳门贸促局、 中葡论坛
（澳门） 常设秘书处分别签订战略合作协
定， 湖南东盛绿搏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与澳门德光电子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共同投
资建设东帝汶蒂拜港口物流与建材城合作
协定。

共同开启湘澳合作美好明天
许达哲出席澳门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

� � � � 湖南日报澳门4月27日电（记者 冒蕞）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澳门走访
了中葡论坛（澳门）常设秘书处、南光集团
等， 共同商讨深化湖南同澳门特别行政区
及各葡语系国家交流合作各项事宜。期间，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澳门特区行政长官
崔世安、 澳门中联办主任王志民分别会见
了许达哲一行。

驻澳部队政委张智猛会见许达哲一
行。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上述活动。

何厚铧对许达哲一行来访表示欢迎，
他希望湖南继续深化同澳门的交流往来，
通过务实合作凝聚合力，为“一带一路”建
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崔世安表示澳门将充分发挥“一个中
心，一个平台”优势，与湖南密切合作、携手
共进，不断提升湘澳两地开放发展水平，实
现互利共赢。

来到中葡论坛秘书处， 许达哲向秘书
长徐迎真及来自6个葡语系国家的常驻代
表介绍了湖南省情及发展优势。 佛得角群
岛、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等国常
驻代表纷纷发言，希望在农业、教育、医疗、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寻求与湖南开展对
接合作的机遇。许达哲说，作为传统农业大
省，湖南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拥有包括袁隆
平院士的超级稻在内的众多农业科技成
果；作为新型工业省份，湖南以智能制造为
着力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装备制造、电
子信息、 住宅产业化等领域的多家企业在

全球范围内具有知名度和影响力； 作为旅
游大省， 湖南拥有张家界等世界知名旅游
目的地，以及众多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这
些优势为加强湖南同葡语系各国的合作提
供了无限空间。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开放
强省，是湖南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热
诚欢迎大家来湖南考察交流、寻求合作。希
望通过中葡论坛秘书处这一平台， 建立起
湖南同各葡语系国家沟通协调的长效机
制，帮助双方互通信息、加强对接，把合作
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南光集团是澳门目前最大的能源产品
和主要的鲜活冷冻食品、酒店旅游会展、物
流服务供应商。 集团董事长许开程向许达
哲一行介绍了集团的发展历程， 业务领域
以及下一步发展战略，他表示，南光集团将
继续为湖南加强同澳门及葡语系国家交流
合作贡献力量。许达哲说，目前，湖南保持
稳中有进的发展势头， 正大力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立足“一带一部”区位优
势扩大对外开放， 做好开放型经济这篇大
文章。南光集团实力雄厚，与湖南有着良好
的合作关系， 有效带动了湖南对澳门的贸
易出口。 湖南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瞄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不断提升有
效供给能力。希望南光集团继续发挥资源、
渠道等优势， 让更多优质湘字号产品和服
务走进澳门，走到各葡语系国家。同时，立
足双方良好合作基础， 积极在湘布局投资
项目，带动更多优秀企业落户湖南。

凝聚湘澳合力
深化同葡语系国家交流合作

许达哲走访中葡论坛秘书处、南光集团

宁乡县撤县设市
辖4乡4街道21镇，面积2906平方公里，人口126.56万

因势而新 因新而进

6000万盏彩灯点亮月湖
4月27日晚，长沙市开福区月湖公园，彩灯展在进行最后的调试，一些市民提前来此赏灯。“2017月湖国际灯展”将于28日晚开幕，50位灯艺师

历时一个月，用6000万盏彩灯精心打造的“时光隧道”“爱心长廊”等彩灯灯组将亮相月湖公园。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几度从容牵巨轮
8版

走近科学家 冯江华：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
电贺天舟一号飞行任务圆满成功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