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7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德意志
联邦共和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和总理默克尔邀
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7月3日至6日对上述

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邀请，国

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7月7日至8日在德国汉
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湖南日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邓小千 向晓玲 高奉升

“我和弟弟马上就要搬进新家了。”
仲夏时节，在泸溪县白羊溪乡排口村水
井湾自然寨，今年78岁的唐伏兴老人站
在自己新房的大门口，一脸笑容。

身体硬朗的唐伏兴说：“真没想
到，这辈子还能住上两层小楼房。”

走进排口村一户户农家，记者听
村民讲了不少实施精准帮扶、村里旧
貌换新颜的故事。

唐伏兴和弟弟唐伏旺两家10多
口人，原来蜗居在近100平方米的木
屋里，拥挤不堪。“政府到我们村搞农
村危房改造，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每人
给1.9万元补贴，自己再出一点，新房
子就盖起来了。”唐伏兴说，现在村里
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都建了新房子。

在排口村，“五保户”唐元民和老
伴杨五妹也告别了“蜗居”，他们原来
住的小木房，陈旧破烂。“以前村干部
只要路过他们家， 杨五妹准开口大

骂。”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记者为此前往杨五妹家。见记者

到来，正在门口摘菜的杨五妹连忙进
屋拿出小凳子，很热情地招呼大伙坐
下。“现在的干部可好了，真替我们着
想，为我们办了好些事。”杨五妹伸出
大拇指，对当地干部不仅没有了任何
怨言，而且称赞不已。

“大坑套小坑，石头露中间。” 刚从
烤烟地里回来的村民唐伏荣，在水井湾
水井旁对记者说，“2年多前， 不是你现
在看到的景象。 过去种烤烟， 烟苗、肥
料、 烤烟用的煤炭都要靠肩挑或板车
推。如今通组公路畅通，户间道、机耕道
路路通达。这2年，我种烤烟省去了很多
体力活，每年纯收入5万元左右。”

村民收入的变化，得益于天时地
利人和。 村党支部书记杨清荣说，
2015年初春，泸溪县纪委、县联通公
司扶贫工作队驻村帮扶。 一进村，县
委常委、县纪委书记石利民就带着扶
贫工作队队长张榜中，走进村民家里
调查。 荩荩（下转7版①）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奉
永成） 今天，记者从长株潭衡“中国
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推
进计划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决定
发布实施 《长株潭衡“中国制造
2025” 试点示范城市群建设推进计
划（2017—2019）》（以下简称《推进
计划》），到2019年，使长株潭衡城市
群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9000亿
元以上。

2016年长株潭成功获批“中国
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今年
4月，国家工信部正式批复将衡阳市
纳入长株潭“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
范城市群。长株潭衡城市群已成为国
家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是长江中游城
市群的重要一极。

根据《推进计划》规划，将在长株
潭衡四市大力实施制造业创新能力建
设工程、 智能制造工程、 绿色制造工

程、 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工业强基工
程、制造+互联网+服务工程、中小企
业“专精特新”工程等7大专项行动；大
力发展长株潭工程机械产业集群、衡
阳输变电高端装备产业集群等14个
标志性优势产业集群； 打造长沙汽车
及零部件产业基地、 株洲轨道交通产
业基地等16个标志性产业基地；壮大
中车株机、三一重工、晟通科技等54个
标志性领军企业；培育货运电力机车、
混凝土机械等52个标志性品牌产品。

“长沙市实施智能制造工程、株
洲市实施制造业创新能力建设工
程、湘潭市实施高端装备创新工程、
衡阳市实施工业强基工程。”省经信
委主任谢超英说， 长株潭衡城市群
将形成长沙“麓谷”、株洲“动力谷”、
湘潭“智造谷”、衡阳“老工业基地转
型升级示范区” 协同错位特色发展
的产业新格局。

湖南日报 6月 27日讯 （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孙理楠）今天，长沙
磁浮沿线三大主题公园建成向市民
开放， 这标志着长沙磁浮生态绿带
走廊建设基本完成。 全长18.55公
里、 宽200至600米不等的磁浮绿
带，将“春花含笑”“夏绿浓荫”“秋叶
硕果”“冬枝傲雪” 的四季美景呈现
在市民和乘客眼前。

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是我省
重点工程， 也是长沙新三年造绿大
行动的7大重点工程之一。它伴随着
磁浮线路， 从长沙火车南站沿劳动
东路、黄兴大道、机场高速前行，一
路蜿蜒至黄花国际机场。

以浏阳河为界，长沙磁浮生态
绿带走廊分别由长沙县、雨花区负
责建设。长沙县段由黄兴会展经济
区管委会负责承建， 全长16.59公
里， 占项目总长度的90%左右，按
照“城区段两侧各100米、城郊段
两侧各300米”的标准进行绿化建
设。 荩荩（下转7版③）

通讯员 何北海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中电集团将与泰富重装集团携
手，在利比里亚建设钢铁水泥厂；中建
五局与湖南省交通勘察设计院合作，
到伊朗修建阿巴斯港-克尔曼高速公
路； 中国航空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与湖
南炫烨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
在老挝打造生态农业产业园……

6月21日至22日，落实“一带一
路”高峰论坛精神、湖南与央企合作
对接会系列活动在北京举行， 我省
共对外发布项目319个，项目总金额
14235亿元；共签约项目63个，合同
金额1700亿元，签约项目数量、投资
规模均为我省历年在京举办的经贸
活动之最。活动的举行，推动了央企
与湖南在更高水平、 更高层次上参
与“一带一路”合作。

“一带一路 ”上 ，合力
开展国际产能合作

“‘十三五’期间，我们计划在湖
南投资500亿元以上，共同把握‘一
带一路’ 新商机。”22日下午举行的
湖南与央企国际产能合作项目洽谈
会上，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公司副总
经理姚强表达了与湖南合力进行国
际产能合作的强烈意愿。当天，该公

司与湖南企业泰富重装签订了利比
里亚钢铁水泥厂投资项目合同。

当日，25家湘企与19家央企配对
32桌，开展了两轮现场一对一洽谈对
接， 签下29个项目， 合同金额772亿
元，其中国际产能合作项目10个。

“央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
行者、主力军，在资金、项目、信息、
技术、人才等诸多领域独具优势，湖
南在工程机械、 轨道交通、 路桥房
建、现代农业、能源开发、矿产资源
开发、 生物医药等领域也有自己的
特色。” 荩荩（下转7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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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磁浮生态绿带走廊基本建成

列车“贴地飞” 如在画中行

6月27日，一列磁浮列车从长沙市劳动东路段驶过，磁浮铁路高架下的生态走廊绿意盎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湘企携手央企 驰骋“一带一路”

习近平将对俄、德
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二次峰会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柳德
新 刘勇 通讯员 杨粲) 省防指今天
上午召开防汛会商会，传达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灾的重要
指示精神， 强调从严从实从细部署，
绝不允许出现群死群伤。

据预报， 未来一周我省降雨集
中，强降雨带先南后北。6月29日至7月
1日为最强降雨时段，最大1小时降雨
量可达90-110毫米。

会商会决定，加强水库科学调度，
对资水、 沅水流域的水库抓紧时间腾
空库容，做好再次迎战强降雨的准备。

省防指指出，我省防汛抗灾进入了
关键期和紧张期。要继续按照防汛Ⅲ级
应急响应的标准，抓好防汛抗灾工作。

省防指要求， 抓住重点， 分类施
策，全面防范。湘中及湘南地区，要把
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库山塘防守、溪
河洪水防范等作为重点； 湘中及以北
地区以及预报会发生强降雨的地区，
要提前腾库迎洪、排查隐患，抓紧补充
防汛物资、器材；洞庭湖区个别超警戒
水位的堤段， 必须按要求加强巡查值
守，同时搞好内江内湖的调度，做好防
御流域性大洪水的各项准备。

省防指强调，要加强与各个防汛
物资储备仓库的联系，加强与驻地部
队的沟通协调，确保灾情发生后能够
第一时间投入抢险救灾。加强对水上
交通工具的监管监控，做好船只的锚
固工作，避免发生走船、翻船等事故。

防汛抗灾进入关键期

资水、沅水流域水库抓紧腾库迎洪

长株潭衡成制造强省“排头兵”
长沙“麓谷”、株洲“动力谷”、湘潭“智造谷”、衡阳

“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示范区”协同错位发展

6月10日， 泸溪县白羊溪乡排口村，烤烟种植大户唐伏荣（中）幽默地对
孙女说，“站起来，让爷爷看看你，有没有地里的庄稼高！要加油读书哦。”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 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会议在长沙召开， 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
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抓好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是事关畜禽
产品有效供给和农村居民生产生活
环境改善的重大民生工程。 要认真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 坚持保供给
与保环境并重，坚持政府支持、企业
主体、市场化运作，全面推进畜禽养
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改善农业生
态环境，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
可持续发展新格局。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主持会议。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在会上致辞，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张勇，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
国务院副秘书长江泽林， 财政部
副部长胡静林在主席台就座。

汪洋指出， 近年来我国畜牧业
持续稳定发展， 有力保障了肉蛋奶
供给， 但畜禽养殖污染问题也越来
越突出。必须加强源头减量、过程控
制、末端利用，加快全面治理。要根
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废弃物处理
能力，科学确定养殖品种和规模，优
化畜牧业区域布局。 积极推广清洁

养殖工艺和技术，大力发展标准化、
规范化规模养殖。 围绕就地就近用
于农村能源和农用有机肥， 加快发
展农村沼气和生物天然气， 畅通还
田渠道，促进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
绿色发展， 多形式推进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

汪洋强调， 抓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健全体制机制是关键。要
严格落实规模养殖环评制度， 完善
污染监管体系，加强执法检查，切实
管住废弃物违法排放。 要强化政策
支持，营造良好市场环境，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 努力形成可持续的商业

模式。
韩长赋要求， 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要迅速传达学习本次会议精神，
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抓机遇、开新
局，加快政策创新、机制创新和实践
创新， 迅速打开解决畜禽养殖粪污
治理这个老大难问题的新局。 要讲
担当、抓落实，做到目标在心、责任
在肩，切实加强领导，整合资源，动
员力量，强化配合，确保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要善宣传、强激励，加大对
好典型、 好经验、 好模式的宣传力
度，调动广大养殖场、养殖户，以及
第三方治理专业组织和公司参与的
积极性，加快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
合力推进的良好局面。

杜家毫表示，作为农业大省、养
殖大省， 湖南将以此次会议在湘召
开为契机， 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坚决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大投入，
健全服务体系，培育企业主体，加快
整体推进全省畜禽养殖废弃物减量
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利用，
力争在“十三五”时期内基本解决大
规模畜禽养殖粪污处理和资源化利
用问题。

会前， 汪洋一行还前往长沙县
湖南鑫广安农牧有限公司畜禽养殖
场、 佳和农牧股份有限公司种养结
合示范基地， 了解废弃物综合利用
和农牧循环发展情况。

省领导乌兰、易炼红、谢建辉、
杨光荣参加会议或陪同调研。 湖南
省、河南省、浙江省、河北安平县、山
东诸城市有关负责同志在会上交流
了典型经验。 全国部分畜牧主产省
和100个畜牧大县有关负责同志、有
关专家和企业代表等300人参加了
会议。

汪洋在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会议上强调

认真落实新发展理念
努力改善农业生态环境

韩长赋主持 杜家毫致辞 张勇许达哲等出席

6月27日，全国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会议在长沙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出席会议
并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