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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陈昂昂 ）
6月18日至21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书
画室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率
部分全国政协委员、知名画家赴湘考察并写
生创作。21日下午， 考察团一行与湖南部分
知名艺术家座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省政
协副主席、省文联主席欧阳斌出席座谈。

考察团一行先后深入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怀化市、邵阳市、长沙市等地开
展实地考察与写生创作。

座谈会上， 考察团介绍调研考察主题
是“发挥书画艺术在增强文化自信、讲好中
国故事中的独特作用”，此次调研主要为全
国政协7月份专题协商会收集相关情况。

并与省内部分知名艺术家进行了交流。
李微微感谢艺术家们将考察采风行程

之一安排在湖南。她指出，湖南正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部”区域定位加大建
设力度，各方面均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
着力对接“一带一路”方面，湖南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提出了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
起”战略，其中很重要的一块就是湖湘文化
的“走出去”。湖南既有风景秀丽的山水，也
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成果， 这都是能入画的
元素。欢迎委员和艺术家们多来湖南，多宣
传湖南。 期待艺术家们在用艺术讲述中国
故事时，能放入更多的湖南元素。

荩荩（下转5版②）

� � � � 湖南日报北京6月22日电（记者 冒蕞）6月
21日至22日，由省政府主办的“落实‘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精神湖南与央企合作对接会”系
列活动在京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在对接会上致
辞。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傅自
应出席对接会。

中央纪委驻工业和信息化部纪检组组长
郭开朗、 财政部副部长史耀斌， 副省长何报
翔、张剑飞，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对接会。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塞尤姆·梅斯芬在对接
会上致辞，柬埔寨、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1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驻华大使，多家金融
机构和央企相关负责人出席。

“从茶马古道上的安化黑茶，到‘黑石号’
上的长沙铜官窑瓷器， 湖南早在千年之前就
与‘一带一路’结下不解之缘。”许达哲在致辞
中说， 我们坚信，“一带一路” 建设的持续推
进，必将托起沿线各国人民的希望与梦想，也
必将为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国各省份带来新的

战略机遇。当前，湖南正全面实施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就是要放大“一带一部”区位优
势，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中实现更高质量效益的发展。中央企
业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力量。希望广大央企更广泛地参与湖
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的实施，与我们携手
创新合作方式、推动抱团出海、突出重点领域，
积极开展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优势产能和企业、
产品和劳务“走出去”。湖南将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全力支持央企和外资在湖
南投资兴业、做大做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实
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郝鹏说， 希望湖南和广大央企以这次会
议为契机， 主动合作做到优势互补、 互利共
赢，通过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提升竞争能力，切
实加强风险防控实现稳健经营， 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在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上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为沿线各
国共同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塞尤姆·梅斯芬说，湖南紧紧抓住“一带
一路”机遇，与包括埃塞俄比亚在内的“一带
一路”倡议沿线国家展开深入合作，必将使双
方甚至多方受益。 埃塞俄比亚政府和人民是
可靠可信的伙伴，希望能在这次合作框架下，
互利共赢，实现和平发展的美好愿景。

此次活动在举行对接会的同时安排了国
际产能合作洽谈会等4场专题活动，共对外发
布项目319个，现场签约项目29个，吸引了近
200家企业前来洽谈对接。对接会前，与会人
员一同参观了重点央企合作项目展示区和国
际产能合作对接现场，部分央企、重点湘企负
责人在对接会上发言。

活动期间，许达哲还率团前往商务部、国
开行、中铁建、中能建等国家部委、金融机构
和央企，围绕完善对接机制、务实推进合作等
进行了深入交流， 他希望以此次活动为新起
点，筑巢引凤、广泛借力，促进更多优质资源
集聚湖南这片开放热土， 共同谱写开放发展
的新篇章。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彭雅惠）今天
省统计局发布《2016年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情
况》。去年我省县域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GDP）21824.91亿元，首次突
破2万亿元大关， 占同期全省GDP比重约七
成，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 我省县域包括了14个市州的98个
县市区，其中，长株潭地区共有12个县域，环
洞庭湖地区共21个县域， 大湘西地区共32个
县域，湘南地区有33个县域；2016年县域常住

人口为5745.75万人， 这意味着湖南84.2%的
常住人口分布在县域。其中，城镇常住人口为
2627.34万人，县域城镇化率不足50%。

数据显示，我省县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工业
支撑。2016年三次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3346.2
亿元、10307.2亿元、8171.5亿元， 结构比例为
15.3∶47.2∶37.4，与全省水平相比，第二产业占
比高5个百分点，三产业占比低9个百分点；与全
国平均水平相比，第一、二产业占比分别高出6.7
个和7.4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比低14.2个百分点。

县域居民的生活水平呈现较快提升。收
入方面，2016年我省县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为26128元，较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低5156元，但同比增幅高出全省0.4个
百分点；县域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10
元， 较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580
元，同比增幅也高出全省0.6个百分点。消费方
面，2016年全省县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7728.93亿元，占同期全省消费总量的57.5%，
同比增长13.0%，增幅高出全省1.3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刘勇）根据
气象部门预报，22日晚至28日，湘北、湘中
将先后迎来今年以来最强降雨。 省防指今
天研究决定：自6月22日20时起，启动防汛

Ⅳ级应急响应。
省防指要求， 各市州及省防指各成员

单位，要按照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要求，积极
做好应对工作，确保度汛安全。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6月雨水频繁。 省气象台预
计，未来7天湖南为雨水相对集中期，22日
晚至28日省内将有持续性暴雨、 大暴雨
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部雷雨大风
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4日、27日为最强降
雨时段。

针对此次过程，省气象局于今天17时

启动湘中以北地区暴雨三级应急响应，密
切监测天气形势， 及时向相关应急责任人
及公众发布气象灾害预警信息。 具体天气
预报为，22日晚湘北局部暴雨，23日至24
日，湘中以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
雨；25日至28日暴雨带略有南移， 湘中及
偏南地区部分暴雨，局部大暴雨。

荩荩（下转5版③）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左丹）今天
下午5时，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对外公布，根
据今年高考工作进展情况， 我省决定于6
月24日14时公布高考成绩。 考生可通过4
种方式查询高考成绩及录取信息。

一是现场查询。由市州、县市区招考机
构组织免费为考生发放高考成绩通知单。
考生也可到市州、 县市区招考机构查询高
考成绩和高考录取信息。

二是网站和微信平台查询。 登录湖南

招生考试信息港（http://� www.hneeb.cn）
或湖南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 由考生输入
考生号和密码查询。

三是声讯查询。高考成绩查询：考生拨
打全省统一的声讯号码16885168（自动
台）或1607160（人工台）查询。

高考录取信息查询： 考生拨打全省统
一 的 声 讯 号 码 16885118 （自 动 台）、
16885188（自动台）或1607160（人工台）查
询录取信息。 荩荩（下转5版①）

6月24日14时公布高考成绩
考生可通过4种方式查询

全国政协书画室考察团来湘考察采风

让更多的湖南元素入画
李微微出席座谈

我省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入汛以来最强降雨来袭
24日、27日为最强降雨时段

携手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共同谱写开放发展新篇章

我省在京举行央企对接系列活动
许达哲郝鹏出席并致辞 傅自应出席

湖南县域GDP突破2万亿元
2016年全省约七成GDP来自县域，八成多常住人口分布在县域

冰雪世界
矿坑建造
6月21日，湖南湘江新区

大王山湘江欢乐城项目，冰雪
世界12米平台以下约800米
长、30米高的坑壁加固工程
完工。冰雪世界利用废弃采石
矿坑建造，项目用地呈不规则
多边形状，地形复杂，四周都
是悬崖峭壁，最大高差近100
米。坑壁加固后，将开始钢结
构主体施工。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今天下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杜家毫在省扶贫办调研时强调， 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重要战略思想，保持战略定力，
树立问题导向，抓住关键少数，凝聚最大公
约数，用心用脑、精准精细推动脱贫攻坚各
项措施落实落地。

省领导谢建辉、杨光荣参加调研。
来到省扶贫办， 杜家毫亲切看望机关

干部职工， 对过去几年全省脱贫攻坚成绩
给予肯定， 向全省扶贫战线特别是奋战在
脱贫攻坚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慰问
和感谢。本月16日，我省正式开通了扶贫
监督举报电话“12317”。杜家毫走进举报
中心，详细了解重点举报问题、受理办结工
作流程等情况， 要求耐心细致做好监督举
报受理工作，加强督查督办，做到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调研中，杜家毫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
有关工作情况汇报， 并与省直相关部门负
责人逐一分析当前全省脱贫攻坚工作存
在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 共同研究对策
措施。他强调，要始终以问题为导向，进一
步明确责任、细化措施，精准发力、靶向治
疗，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地做起，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地解决。每解决一个难题，我们的工
作就向前推进一步。

杜家毫说， 抓好脱贫攻坚， 讲的是政
治、干的是民生、体现的是大局、反映的是
党性。 脱贫攻坚越往后， 越要保持战略定
力，越要攻坚克难、埋头苦干。既不能急于
求成，又不能放松要求、降低标准；既不能

看到成绩就骄傲、松懈，也不要看到问题就
畏难、泄气。要坚持进度服从质量，坚定信
心决心，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杜家毫说， 脱贫攻坚中出现问题并不
可怕，怕的是对问题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要以开展脱贫攻坚突出问题大排查大诊断
大整改为契机，在问题整改上认真、求真、较
真，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
成效不达标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

“我们的差距不是在资金、项目和思路
上，而是在用心上、在作风上、在精细上。”
杜家毫强调，要用心用脑谋事干事成事，针
对精准识别精准退出、产业扶贫可持续、扶
贫资金使用和监管等问题， 要善于在实践
中总结经验， 善于发现问题并找到解决的
办法， 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各项工作都
能抓到点子上、扶在关键处，各项举措真正
落实落地。

杜家毫强调，要抓住关键少数，引导各
级领导干部扑下身子、沉下心来抓扶贫。要
坚持“三走访、三签字”，层层传导压力，压
紧压实省市县乡村各级的责任。 各行业部
门要切实增强责任意识，义不容辞、全力以
赴做好牵头和配合工作。要依靠群众、发动
群众，突出扶志、扶智、扶技、扶心，广泛凝
聚最大公约数， 充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体
作用，引导大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辛
勤劳动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

杜家毫要求， 各级扶贫部门要认真履
行工作职责， 着力打造一支过硬扶贫干部
队伍； 各级党委要注重在脱贫攻坚一线发
现干部、考察干部、锻炼干部，为他们干事
创业创造良好环境。

杜家毫在省扶贫办调研时强调

用心用脑 精准精细
推动脱贫攻坚各项措施落实落地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6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今
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以一名普通党员的身份， 参加所在省委办公
厅秘书处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 与支部党
员同志一道就加快推进脱贫攻坚谈心交心，
学习先进事迹，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
态化制度化，以此纪念党的生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副省长谢建辉
出席。

活动现场， 财政部驻平江县安定镇横冲
村第一书记高杰受邀分享了自己在脱贫攻坚
一线的工作实践和心得体会。自费为村里80岁
以上老人送生日蛋糕、建立“乡村创客之家”
吸引青年人才回乡创业、 加强村级党组织建
设……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让党支部的同志
深受感动。 杜家毫称赞高杰同志扎根农村基
层， 用自己的艰苦奋斗精彩演绎了一部带领
广大群众脱贫攻坚、创业致富，实现青年党员
人生价值的现实版《欢乐颂》。他说，无论经济
社会如何发展、时代怎么变幻，我们党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始终不会变。 党性与人
民性是高度统一的，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
要永怀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之心，把
根牢牢扎在基层、扎进老百姓的心中，在各自
岗位上努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添砖加瓦，实
现人生价值。

在认真听取党支部4位同志的发言后，杜
家毫说，大家虽然身为普通党员，但是要站位
全局、胸怀大局。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作出的庄严承诺， 也是我们这一代
共产党人肩负的光荣使命。 要从战略和全局
的高度、历史和现实的维度、忠诚与担当的角
度深化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认识， 把脱贫攻坚
与党的奋斗目标联系起来， 与对党和人民的
绝对忠诚联系起来， 与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
联系起来，肩负历史责任，担当时代使命，保
持奋斗初心，大力发扬忧乐精神、探索精神和
奉献精神，一步一个脚印，坚决打好打赢这场
脱贫攻坚战。

杜家毫说，大家虽然身在领导机关，但是
要心系基层、心系群众，以实际行动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要放下
架子，拜群众为师，向实践学习，认真研究脱
贫的“药方”，做到心中有底、知根知底。要积
极建言献策，带着问题下去，找到办法上来，
善于发现和总结基层脱贫攻坚的好经验好
办法，坚持因地施策、因户施策，统筹考虑当
前与长远，确保给群众带来真正实惠。要热
情协调服务，做到帮困有方。要主动参与其
中，做到攻坚有我，齐心协力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杜家毫说，大家虽然身处平凡岗位，但是
要创造业绩、创造辉煌。要从一件一件细节小
事做起，从一项一项具体实事办起，从一天一
天日常工作干起，从一步一步推进落实抓起，
讲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把一个个阶
段性的目标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要坚持问题
导向，不断改进机关工作作风，勤学习、多思
考，不断提高做好“三服务”工作的能力和水
平，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活动结束时， 杜家毫与支部党员同志一
起，交纳了7月份的党费。

杜家毫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

担当时代使命 保持奋斗初心
齐心协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湖湘好学风：
换一种方式孕育家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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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响国歌最强音
———聚焦国歌的正确奏唱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