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14日电（记者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卢森堡首相贝泰尔。

习近平指出，中卢友好交往历史
悠久。建交45年来，双方坚持真诚友
好，坚持互利共赢。两国关系保持健
康稳定发展。中方视卢森堡为欧盟内
重要合作伙伴， 愿同卢方一道努力，
建设长期稳定、 充满活力的伙伴关
系，推动中卢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发扬优良传
统，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在涉及
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
互理解、相互支持，把握两国关系正
确发展方向。要提高两国务实合作质
量，扩大优势，挖掘潜力，把金融等传
统领域合作做大做强，加快培育航空
运输、高新技术、绿色经济等新的合
作增长点， 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

赢。要深化双方在“一带一路”建设框
架内金融和产能等合作，中方支持建
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要
加强文化、教育、体育等人文交流，提
高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中方期待卢
方在中欧关系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推动欧盟为中欧合作深入发展提供
更多有利条件。

贝泰尔表示，卢中建交45年来，两
国经贸、金融、交通、文化等领域交流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我此次访华，旨在推
进两国合作关系深入发展。 卢中经济
互补性强， 卢方愿同中方在互尊互信
基础上，互学互鉴，进一步拓展双方金
融、投资、科技、旅游、人文等各领域交
流合作、密切“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
卢方主张欧中深化建设性对话交流合
作，并愿为此发挥积极作用。

杨洁篪等参加会见。

湖南省科学技术厅、 湖南省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协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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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 湖南省杂
技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
司， 演员在排练大型原创
杂技节目《草帽》。该节目
曾出访美国、 加拿大、法
国、 加勒比等7个国家和
地区演出，6月底，又将前
往芬兰演出。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胡泓昱 摄影报道

《草帽》
“俏销”国外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廖声田）溪水潺
潺树成荫，欢声笑语踏歌行。6月10日，周末，慈利
县零阳镇幽静清爽的墨砚溪成了避暑之地，很多
人来到这里散步、戏水、烧烤，好不热闹。该村去年
建成的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也成了乡村旅游接
待中心，农家乐、特产店、洗车点一应俱全，18户
搬迁至此的贫困户成了发展乡村旅游的最大受
益者。

去年，张家界市共完成易地扶贫搬迁2761户
9086人， 分别完成省定、 市定年度计划任务的
264.59%、110.44%。 如何让贫困户挪了穷窝后真
正实现脱贫？旅游立市的张家界将目光锁定在旅

游带动上。该市武陵源区为确保23户易地搬迁户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区扶贫部门投入后续
产业发展资金100万元， 采用以投放资金入股形
式，引导贫困户加入鱼泉贡米、宝峰菜葛、天子山
剁辣椒、土家织锦等旅游农产品合作社。去年底，
搬迁户全部摘掉了穷帽。 桑植县依托当地生态旅
游资源，扶持搬迁户发展后续产业，让每户搬迁户
有一个旅游增收项目，实施农家乐、花卉园、特色
客栈等旅游脱贫产业项目130多个。 永定区抓住
“苏木绰”民俗品牌，建设王家坪土家吊脚楼体验
游、槟榔谷户外探险游等23个乡村旅游点，有16
个贫困村成为全省乡村旅游明星村， 引导大批搬

迁户在民俗表演、手工制作、土家特产种植等行业
大显身手。 慈利县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纳入旅游
发展规划整体推进，为20个已建成入住的易地搬
迁安置点规划设计乡村旅游产业增收项目32个。

今年，张家界已推出12条户外旅游扶贫精品
线路， 而该市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均散布在旅游
线路上。分管扶贫的副市长尚生龙介绍，推行“送
鸡下蛋”“顺水推舟”“挂靠帮带”“分贷统还”“入股
分红”“资源合作”“参与带动”“零产整销”“电商带
动” 等9大旅游带动模式， 让广大搬迁户参与其
中，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已有60%的搬迁户搭上快
车，吃上了香喷喷的“旅游饭”。

张家界挪穷窝挪出新天地
易地扶贫搬迁户六成吃上了“旅游饭”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徐亚平

4月、5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先后前往
岳阳、株洲两地，暗访、督办一批突出环境问题。时
间已过月余，群众关切是否得到回应？环境状况是
否有所好转？近日，记者赴两市实地走访，看治理
现场，问整改进度。

治理东风湖、 打击非法采砂，有
了看得见的变化

6月9日下午，记者来到位于岳阳市岳阳楼区
的东风湖，只见保洁人员正在湖上打捞垃圾。岸边
竖立着“保护生态环境 共建美好家园”“既要金山
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的标语牌，十分醒目。

东风湖是城市内湖，湖水来源主要为降水和
城市生活排水，面积3.67平方公里。随着经济社会
的快速发展，东风湖水质近年急剧恶化，被列入我
省黑臭水体治理名单。

“为改善水质，我们对东风湖周边环境进行了
整治。” 岳阳楼区环保局副局长吴扩军介绍，4月

以来，已取缔关停周边豆腐作坊14家、洗衣作坊
12家；沿湖禁止畜禽养殖，各乡镇及时清运垃圾；
每天派出3艘作业船打捞、 清理湖中垃圾和漂浮
物， 由专业环保公司喷洒生物制剂以改善水质。
“那些是增氧机，湖内共有27个，可以让生物菌存
活得更好。”吴扩军指着水面上布设的一些蓝色装
置说。

从洞庭大道的桥上看过去， 东风湖湖面很少
见到垃圾、漂浮物。虽然湖水仍略微发绿、不够清
澈，“看上去比以前是干净多了！”路过的市民张女
士笑着说。

非法采砂对洞庭湖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记者来到洞庭湖东风湖码头看到， 岸边停靠着几
艘吊船、货运船，但并未作业或装卸货物。附近钓
鱼的市民说，最近没看到采砂船停靠，以前码头边
的几个大砂石堆、运砂用的码头皮带传送设备，现
在都不见了。

岳阳市地方海事局港口运输科科长周国新介
绍，通过近几个月的整治，市中心城区包括东风湖
码头在内的4个非法砂石码头都已关闭， 对非法

砂石码头进出路截断复绿。
10日，记者跟随岳阳市水务局工作人员从漂

尾码头上船，前往东洞庭湖的金盆港。约20分钟
后，记者到达金盆港水域。水面开阔，往日船只采
砂、运砂的景象已不可见。开船的黄师傅来自岳阳
县砂石管理局，他拿出手机对水域进行拍摄，“这1
个多月来，我每天不定时地到这里巡查，拍视频、
记录资料，确保没有采砂行为。”

“今年1月起岳阳县已全面停止采砂。5月初，
把金盆港水域的采砂船全部清走， 远离东洞庭湖
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岳阳市水务局河道采砂科
工作人员任建宏介绍。

排出任务书，定出时间表，难点
问题着眼“治本”

4月18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岳阳市
督查环保问题时明确指出，“面对环境问题， 决不
能不清不楚，更不能畏难回避。”

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评论员

日前在长沙举行的湖南军民深度融合发展
推进会，来自国家相关部委、军工央企、高校、科
研院所负责人齐聚一堂， 为推动湖南军民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献计出力。 这既是贯彻落实中央
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要求的实际行动，又
是湖南促进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推动经济转型
升级的良好契机。

军民深度融合，湖南有基础、有潜力。湖南
是一片红色的热土，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
湖南军工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 做出了卓越贡
献。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湖南布局了一批包括
航空、航天、兵工、重要发动机、电机等在内的军
工企业；608所、331厂、861厂、湘电集团等，为湖
南军工赢得众多荣誉。近年来，湖南军工产业规

模快速增长，全省拥有军工及军品配套单位150
余家，军民融合产业年主营业务收入超千亿元；
轨道交通、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新材
料等产业竞争力进一步提升， 为军民深度融合
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军民深度融合，湖南制造迎来重要机遇。湖
南与军工央企通力合作，在核工业、航天科工、
兵器工业、信息安全等领域取得重大成就，有力
提升了湖南制造的水平；湖南产装甲车辆、航空
弹药、航空发动机、舰船综合电力系统、军用图
形显示芯片等纷纷“参军入伍”，展示了湖南制
造的优良品质。大力推进军民深度融合，大量先
进军工技术应用到民生领域， 大批民口企业参
与军品研发，契合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助力湖南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制造
强省战略，推动“湖南制造”向“湖南创造”“湖南

智造”加速发展，从而加速湖南经济转型升级。
军民深度融合，需要军地更加紧密合作。推

进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国家战略， 既是军队和地
方共同的职责使命， 也是央企和湖南加快转型
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推进军
民深度融合，还需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比如推
进主要行业标准的军民通用； 推进军民深度融
合，还需要完善军地统筹运行机制，比如军地协
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等机制。军地双方要以
这次推进会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合作，共同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在科研平台、协同创新、重大项
目、人才培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加大相互支持力
度，进一步推动军工企业融入地方经济圈、地方
企业融入军工产业链，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
更深程度开展合作， 携手共创军民深度融合发
展的美好明天。

军民深度融合 共创美好明天

誓除“顽疾”扫尘霾
———省领导督查市州突出环境问题整改纪实(上)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刚才那一波波欢笑的
浪潮来自哪儿

盲人唐义春捧着一把唢呐吹了
起来，一曲质朴深情、带有浓郁西北
山歌风味的唢呐独奏《黄土情》赢得
台下观众的掌声。你看，来自邵东县
界岭镇金凤村的他笑得多灿烂。

衡山县白果镇荆州村，田地里的
水稻长势好。 在村小学的操场上，十
几个身穿演出服饰的妇女在村支书
的召集下正排练《千手观音》。熟悉的
旋律响起，人随曲动。这一风靡大江
南北的舞蹈， 在稻田旁再度上演。你
闻，还夹杂着稻香呢。

勾蓝瑶寨73岁的老支书欧阳绪
珍和他72岁的老伴， 领着30多名瑶
家妇女，在舞台上笑着，跺着，喊着，
唱着， 正演出勾蓝瑶寨原生态舞蹈
《洗泥巴》。你听，这一曲“大地赞歌”
充满诗意，野性十足……

那一波波欢笑的浪潮，从田间地
头涌来，从街道社区涌来，汇合到了

“欢乐潇湘”群众大舞台。黄发垂髫，
青春少年，纷纷上台秀艺，欢声笑语

洒满三湘大地。作为湖南近年来演出
规模最大、时间跨度最长的大型群众
文化活动，“欢乐潇湘” 从2013年举
办以来，已成为了三湘百姓的“星光
大道”。每一届“欢乐潇湘”都会吸引
上万个群众文艺团队和数十万群众
演员参与，千万余群众观看。2016年
“欢乐潇湘”活动中，湖南共举办初赛
2474场次，新创节目5019个，参演人
数达35万余人次， 观众近700万人
次。今年3月，第五届“欢乐潇湘”又开
锣了，各种初赛正在全省如火如荼地
展开。

刚才那一阵阵热烈的
掌声来自哪儿

只见指挥棒一挥，全场肃静，交响
音乐会在贝多芬的《埃格蒙特》序曲中
拉开序幕，观众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

“即使是诀别，我们的手至少在一起。”
话剧《永不凋谢的姊妹花》中，月芬与
丈夫南成在战场上第一次见面， 也是
最后一次见面。两人紧握的手，牵动着
观众的心。整场表演，已不记得响起多
少次掌声，只记得那一次次的感动；在
花鼓戏中，挥着马鞭，如何表现上马和
下马？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邓
晶琎） 邵阳即将告别没有民航的历
史。今天，邵阳市在长沙举行新闻发
布会宣布，经过为期2年的建设，邵阳
第一座民用航空机场武冈机场将于6
月28日通航。首飞航班为北京飞邵阳
的定期航班。

据介绍，武冈机场将于28日开通
北京-郑州-邵阳的首条定期航线，
由中国国际航空执飞， 每天一班。预
计7月开通重庆（或贵阳）-张家界-

邵阳-长沙航线， 由华厦航空执飞，
每天一班。目前，上述两条航线的具
体票价、航班时刻暂未发布。

按计划，武冈机场还将逐步开通
上海-邵阳-昆明、深圳-邵阳-西安、
广州-邵阳-成都、 海口-邵阳-长沙
等航线。

武冈机场定位为国内旅游支线机
场，海拔460米，为全省海拔最高机场。
2020年前设计旅客吞吐量25万人次、货
邮吞吐量500吨。 荩荩（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 （记者 段
涵敏 通讯员 尹澎 董恩） 今天是第
14个“世界献血者日”，“感恩有
你———6·14星城首届千人感恩献血
活动”暨第14个世界献血者日系列庆
祝活动在长沙举行，截至下午5时，共
有1000余名市民参与无偿献血，累
计献血30余万毫升。

今年的主题是“我能做什么”，口
号为：“献血，现在献血，经常献血”。
长沙献血宣传与地铁相结合，在五一
广场地铁站5号通道， 推出了全国首
条无偿献血爱心感恩通道， 在地铁2
号线上打造“全国首趟无偿献血知识
科普专列”，用清新活泼的手绘插画，
讲述血液从采集、检测到使用的完整
流程，普及献血常识；用献血典型的
感人故事，吸引更多人关注支持无偿
献血。

近年来，湖南省无偿献血人次平
均每年以3.5%的速度增长，没有出现
过明显的供血紧张情况。2016年，全
省共有548792人次参加无偿献血，
献血总量达190.8吨， 与上年相比分
别增长7.8%和9.7%。

“长沙每年有大约11万人因为交
通事故、生育、特殊疾病等原因，需要
进行输血救治。根据数据统计，长沙
每天需要500至600名健康市民参与
无偿献血，才能维持血液的平衡。”湖
南省血液中心党委书记刘艳介绍，目
前长沙市献血率已达到20.6/千人
口，人均献血量7.5毫升，两项指标均
居全国前列。6月1日起， 长沙启用新
的无偿献血用血报销制度，无偿献血
者及其直系亲属用血费用报销不用
舟车劳顿，可以直接在就诊医院一站
式办理。

“欢乐潇湘”让群众当明星，“雅韵三湘”让
群众感受高雅文化，规模之大、覆盖之广，前所
未有———

田间地头是舞台
欢歌热舞动三湘

湖南人去年无偿献血190.8吨
长沙逾千人献热血庆祝“世界献血者日”

习近平会见
卢森堡首相贝泰尔

武冈机场6月28日通航
山
良邵阳首个民航机场，距世界自然遗产 山3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