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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嫩绿的茶芽像精灵一样， 在钟丑珠手里
跳跃，她一早晨采摘新茶两箩筐，她说去年自
己卖茶收入过了万元。 旱塘硒山茶产地———
汝城县泉水镇旱塘村，和钟丑珠一样的116户
贫困户，近年来通过合作社免费发茶苗，广种
茶树，现在能够人均年增收2000元。

从这里往北140多公里，炎陵，阿里巴巴、淘
宝、京东、中国惠农网、搜农坊等电商平台带出
800多家网店， 闹红了当地山珍特产的销售。去
年，全县黄桃接近一半的销量来自电子商务，价
格还比门店销售高出许多，扶贫效果显而易见。

自从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开

展以来， 片区县经济快速增长， 产业实力增
强，基础设施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大为改善，
巍巍罗霄再写传奇。前不久，记者来到罗霄山
片区，感受这里脱贫攻坚的滚滚热潮。

对标国家要求，
统筹资源精准施策

湖南罗霄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包括茶
陵、炎陵、桂东、安仁、汝城、宜章6县，同属革
命老区、红色热土，是人民共和国的最初出发
地，但是因为地理、历史等原因，这里不少群
众贫困程度一直比较深。

今年春节前夕，茶陵县沿河村6户特困户
的家里走进一群特殊客人，省委书记、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等领导来看望他们， 给他
们拜年了。杜家毫问大家生活改善得如何、新
居建设得怎样，合计着脱贫的进程。几天的行
程中，他考察了罗霄山片区脱贫攻坚工作，饱
含深情地说：“要把老区群众脱贫致富， 作为
对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

2011年，中央大力实施片区扶贫开发，罗
霄山片区作为全国11个连片困难地区之一，
中央明确由民政部牵头推进片区扶贫攻坚。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作为全省精准扶贫主
战场，制定出台《关于支持我省罗霄山片区区
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的意见》，编制片区扶贫专
项规划，每年对标国家要求，召开片区扶贫现
场会议进行推进。 荩荩（下转5版①）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滕江江） 迎来立行20周年的长沙银行，今
天对外披露：该行资产规模已突破4000亿元，
提前实现2015年初提出的“三年翻一番”目
标， 提前实现机构网点在全省14个市州全域
覆盖， 已经成为湖南最大的地方法人金融机
构、本土企业纳税第一名。

至今年4月末，长沙银行资产规模已从成
立之初的29.83亿元增至4066.50亿元， 增长
136倍； 存款总额从21.58亿元增至3056.35亿
元， 增长142倍； 授信总额从16.48亿元增至
2376.18亿元，增长144倍。

从最初的长沙城市合作银行起步，到先
后更名长沙市商业银行、长沙银行，这家本
土金融机构“服务地方，服务中小，服务市
民”的战略定位始终未变。现在，长沙银行
已是湖南政务融资服务的主要银行和基础
设施建设的主导银行之一，20年来累计支
持政府重点建设项目300多个，信贷投入逾
2000亿元。 从发起并控股成立全国首家地
市级村镇银行， 到设立湖南首支城市发展
基金、参与湖南首个政府资产证券化项目、
介入湖南第一批PPP项目，再到成立湖南首
家科技支行、首个小企业信贷中心、首家社

区银行、首家消费金融公司，长沙银行不断
做深做透本土市场。

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金融业改革发
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壮大地方金融产业，
推动长沙银行等领军企业加快发展。 眼下
的长沙银行，正围绕“三年翻一番，十年过
万亿，领跑中西部，挺进十二强”目标加速
前行。长沙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朱玉国介
绍， 力争到2020年实现横跨银行、 金融租
赁、消费金融、直接投资、基金管理和保险
领域，打造成为湖南最大、全国领先的金融
控股公司。

告慰革命先烈
———来自罗霄山片区的报告（上）

扎根湖湘20载 资产规模4000亿

长沙银行打造本土金融“旗舰”

湖南日报记者 李传新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 也是湖南重要的
经济带。 湘江流域重金属的污染防治成为科
研界的难点和重点。

在湖南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励大会上，

由中南大学重金属污染防治创新团队
领衔研究的“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防
治技术研发与应用” 项目荣获湖南科
技创新奖。 这一项目取得了包括含砷
固废治理与清洁利用技术、 冶炼废水
深度净化与回用新工艺等一批先进科
技成果，技术推广应用到湘江沿岸60

家企业， 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作出了
重大贡献。 中南大学重金属污染防治创新团
队成为湘江治污的一支特别“护卫队”。

5月25日，团队成员、国家重金属污染防
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闵小波教授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说：“科学研究， 就是要对接国

家的重大战略需求， 科研的价值在于服务社
会，希望我们团队的研究能够让环境更美好，
愿湘江更加清澈。”

重金属污染防治创新团队围绕矿山、冶
金、化工等行业亟待解决的环境污染严重、资
源浪费的问题展开研究， 形成了重金属清洁
冶炼源头减污、重金属“三废”污染控制与资
源化、重金属污染场地治理3个特色鲜明的研
究方向。团队历经17年发展，从最初两人撑起
科研的一片天，到今天拥有几十名骨干人员，
这支队伍始终散发着一种“为科研可以少活
十年”的奋斗精神。

荩荩（下转5版②）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分组
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省脱贫攻坚的情况汇报。
常委会组成人员在审议中认为，近年来，全省上

下按照中央和省委的要求，不断提高脱贫攻坚
思想站位，采取一系列超常措施，举全省之力开
展脱贫攻坚战役，脱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

报告指出， 我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要政

治任务、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强化脱贫
攻坚保障，夯实扶贫工作基础，有序推进重点
工作， 大力改善基础设施， 凝聚脱贫攻坚合
力，探索创新扶贫开发模式。2016年，我省脱
贫攻坚实现了首战告捷， 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125万，1053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武陵源区和
洪江区脱贫摘帽，51个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入增长10.5%，高出全省平均水平2个
百分点。 荩荩（下转5版③）

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也是湖南重要的经济带。中南大学重金属污染防治创新团队被誉为———

湘江治污的特别“护卫队”

去年全省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25万
省人大常委会审议关于全省脱贫攻坚的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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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炭河里
新景观
5月25日，从空中

俯瞰宁乡炭河里国家
考古遗址公园，宫殿、
城墙、壕沟、驿道、浮
雕和祭祀台成片相
连，气势恢弘。当天，
该公园文化长廊竣
工， 计划6月试运营。
游客凭身份证可免费
参观。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上午，“国际标准化的发展与中国制造”专
题讲座在长沙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主席张晓刚主讲。

副省长向力力主持讲座，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出席。

讲座前，许达哲会见了张晓刚一行。他
说，标准化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是适应
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举措。 湖南在
扩大对外开放和主动融入“一带一路”中，
需要通过标准化解决互联互通问题， 推动
形成以技术、标准、质量、品牌、服务为核心

的对外竞争新优势， 更好地参与世界市场
竞争；在打好转型升级战役、建设制造强省
中，需要以标准化促进产业发展规模化、集
约化、现代化，走质量制胜之路，推动产业
结构加快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在社会
治理中，需要以标准化为抓手，推动政府职
能转变、行政效能提升、完善政策制度。希
望国际标准化组织继续给予湖南支持，在
深化标准化改革、标准化体系建设、标准化
人才培训、 引导企业参与国际标准制定等
方面加强指导， 助推湖南全面提升标准化
工作水平。 荩荩（下转2版①）

助推湖南全面提升
标准化工作水平

许达哲出席“国际标准化的发展与中国
制造”专题讲座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全
省市州长视频会议，就当前稳增长、脱贫攻
坚、转型升级、环境治理、重点领域改革、固
定资产投资、财政收入质量、政府债务风险
防范、安全生产、干部队伍作风等十个方面
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围绕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决打好“三大战
役”，抓紧抓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
防风险各项工作落实，确保时间任务“双过
半”。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许达哲指出，1至4月全省经济运行平

稳，呈现出稳中有进的态势，但仍需继续聚
焦发展中的问题， 按照中央稳中求进的要
求，巩固稳的基础，增强进的力度，抓好重
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园区建设，加强招
商引资和企业对口帮扶， 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特别要解决好农产品结构性失衡问题，
扶持优势明显、 产业链完整的特色农产品
加工业。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以长远眼光
加快推进、储备一批促转型、惠民生、可持
续的好项目。

许达哲强调，要高度重视“两率一度”
不高、资金项目监管不严、帮扶工作不实等
问题，走好精准扶贫、特色发展、可持续的
路子，完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基本保
障。要围绕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 坚持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并

重，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信息化与工
业化深度融合，切实加大研发投入，引进创
新能力、核心竞争力强的企业、项目，集聚
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和团队。 要以中央环保
督察为契机推动问题整改，化解存量、遏制
增量， 同时把河长制和生态建设、 环境保
护、污染防治结合起来实施，促进经济、社
会、生态协调发展。

许达哲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关键
是层层落实责任。要以煤矿、非煤矿山、烟
花爆竹、道路交通、危化品、再生资源回收
等领域为重点， 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管
控大整治， 严厉打击非法生产建设经营行
为，完善应急救援处置机制。

许达哲强调， 要加快推动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 国有企业改革、 财税金融体制改
革、 农业农村改革以及放管服改革等重点
领域改革。 要找准地方非税收入占比过高
的原因，对症下药，严格相关考核奖惩，切
实提高财政收入质量。 要对融资平台公司
债务开展专项核查， 坚决整改违法违规举
债融资行为，切实防控政府债务风险。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没有别的灵丹妙
药，关键靠各级干部用心、用力、实干。”
许达哲最后强调， 要发挥考核指挥棒作
用，强化督查问责，持续改进作风，引导各
级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坚决不要带血
的、带污染的、带水分的GDP，全心全意为
人民多谋福祉。

许达哲主持召开全省市州长视频会议时强调

巩固稳的基础 增强进的力度
努力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
上午， 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在
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乌兰强调，全省各级
各部门要坚持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 认真贯彻落实
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弘扬主旋律、汇聚
正能量、树立新风尚，推动我省精神文明建
设实现新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
大精神力量，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
红主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戴道晋宣读
表彰决定。

乌兰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省精神文明
建设取得的显著成效。

荩荩（下转4版）

乌兰在全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表彰大会上强调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 � � �习近平对黄大年同志先进事迹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融入祖国改革发展的伟大事业之中

森林公园内将禁止建设商品房
10版

2版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贺威）今
天下午，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大督查动员会
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乌兰强调，要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
略思想，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最讲认真”的
精神，切实挑起担子，敢于真刀真枪，较真
碰硬，真督实查、严督严查，推动全省脱贫
攻坚工作提质量、上水平。副省长、省政协
副主席戴道晋主持。

乌兰指出，脱贫攻坚是全党极为严肃、

极其重大的政治任务， 是党对全国人民的
庄严承诺， 事关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
基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
展大督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对党和人
民高度负责的精神， 以对工作极端认真的
态度，直插现场、直面群众、直奔主题，沉到
脱贫攻坚一线，掌握第一手资料，为省委、
省政府决策提供情况和依据， 以确保全省
切实抓好问题整改， 向中央巡查交出满意
答卷。 荩荩（下转2版②）

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大督查动员会召开

乌兰强调以真督实查严督严查推动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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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 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