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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三湘 看扶贫 清流欢唱“漏斗”飘香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陈程 杨坚

汽车离开大路，拐进弯弯曲曲的
村道，经过20多分钟的持续爬坡，驶
进新宁县回龙寺镇风神洞村，眼前豁
然开朗。盛夏的蓝天白云下，一大片
大棚葡萄园与周围树木、村舍构成一
幅美丽动人的水墨画。

记者下车走进画中，在一个大棚
下，64岁的村民周代祥正在专心地

整理葡萄果。他说，一年前，他家还是
建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和老伴在葡
萄园务工挣了1万多元钱，一举脱贫，
今年务工已挣了6000余元。” 说着，
他咧开嘴腼腆地笑了。

“建设葡萄园，是因地制宜带动
当地村民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之
一。” 长沙理工大学驻风神洞村扶贫
工作队队长贺良向记者介绍，村民在
葡萄园务工每天能挣80元， 年底还
能享受入股分红。

风神洞村地处衡邵干旱走廊。行
走在村内， 眼中所见遍地都是或立、
或坐、或躺的石头。石头多、土壤严重
沙化，加上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让这
里成为十年九旱的“漏斗地”。

回想起2015年刚驻村不久所看
到的春耕场景， 贺良至今仍感到震
惊，“田里的水转眼间就没了，只得借
着‘牛’劲把地踩实踩紧，让水漏得慢
一点。”

“要发展农业产业，必先解决农

田灌溉难题。”他说。驻村后，工作队
立即和村“两委”一起打响兴水利、引
清流攻坚战，及时争取到抗旱应急水
源工程项目。

记者跟随贺良攀上600多米高
的鹅鱼岭，勺把塘、马口塘、沙子塘等
5口山塘如今已修葺一新， 每口都蓄
满清流，水面泛着粼粼波光。山坡上，
6000米硬化水渠里， 流水唱着欢快
的歌，向山下冲去。

荩荩（下转7版②）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梅）从事公安、政法工作
31年，鞠躬尽瘁，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今天上午， 黄小兵同志先进事迹报
告会在省委视频会议室举行。 省委
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出席。

报告会由省委宣传部、 省委政
法委、 永州市委联合举行， 在各市
州、县市区设置分会场，政法系统干
警、 武警部队官兵和干部群众代表
8600余人参加报告会。

黄小兵生前是蓝山县委原常

委、政法委书记，2017年2月16日，
因突发心脏病不幸因公殉职，年仅
50岁。日前，省委追授他“湖南省
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报告会
上，蓝山县委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陈
国军等5位报告团成员， 深情讲述
了黄小兵与群众鱼水情深、与同事
肝胆相照、与亲人相濡以沫的感人
故事，重现了黄小兵同志用生命践
行“忠诚、干净、担当”要求的光辉
形象。

荩荩（下转2版②）

大美
夜长沙

8月3日傍晚，
高楼和灯光勾勒出
了长沙城的精致轮
廓，大气精美的城市
画卷正徐徐展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 � �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记者今天从省人社
厅了解到， 我省从2017年1月1日
起，为2016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
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退休人员 (含退职人员 )，调整
增加基本养老金。

此次调整后，全省退休人员的
养老金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全省
调待工作已于7月31日前完成，待
遇计 (补 )发时间从2017年1月1日
算起。

此次调整可以通俗理解为“定

额普调+挂钩调整+适当倾斜”相
结合。

定额普调指的是，2016年12月
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
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退休人员(含退
职人员)， 均可享受每人每月增加基
本养老金50元。在此基础上，再进行
“挂钩调整“和”适当倾斜”。

挂钩调整就是在普惠调整的基
础上， 兼顾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不
同的特点， 以及各类退休人员原待
遇调整办法的衔接挂钩。

荩荩（下转7版①）

� � � �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
长沙调研开放平台建设。他强调，解放
思想、转变观念，抓好任务落小、政策
落细、责任落实、项目落地，进一步提
升全省开放平台发展质量和水平。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副省长何报翔，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
参加调研。

许达哲先后前往长沙金霞保税
物流中心、长沙黄花综保区，考察了
湖南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长沙
跨境电商监管中心、“湘欧快线” 霞凝

货场、临空经济示范区等地，走访了综
保区进驻企业富坤电子， 详细了解了
平台招商引资、跨境贸易物流、通关通
检、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情况。

在随后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
许达哲听取了全省及长沙市开放平台
建设发展的情况汇报， 同大家就破解
平台建设中的瓶颈问题进行了深入探
讨。“开放平台是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
础和关键， 在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 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中起
着重要作用。”许达哲指出，真正把开
放平台建设好、把开放型经济搞活，还

是要面向市场、重视企业、聚焦项目。
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通过
营造良好环境、提供优质服务，吸引
更多实力企业进驻平台发展，把一个
个产业项目做实做大，紧扣实体经济
发展来提升开放平台建设水平。要坚
持问题导向， 重视海关特殊监管区、
园区、口岸等开放平台建设存在的具
体问题，找准症结，以踏石留印抓铁
有痕的作风一项一项研究解决。

许达哲强调，要着力提升各类开
放平台功能和作用， 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水平运营，推动产

业向园区集中、 要素向平台集聚。要
进一步整合平台资源， 做优做实平
台，强化特色产业、实力外经贸经营
主体、重大项目的支撑作用，提升精
准招商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要推动
平台创新，对标国际标准、沿海自贸
区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做法，创新监管
服务、大通关协作机制等，进一步提
升服务质量、效能。

许达哲强调，要形成支持开放平
台发展的合力。 要强化工作统筹，在
省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组织领导下，
部门之间、地方与部门之间要加强沟
通协调，通力合作。要强化政策和项
目支持，全省各开放平台，都要建立
并对照政策和项目两张清单，该完善
的政策抓紧完善，该落实的项目加快
落实。要强化人才聚集，吸引更多对
外贸易、金融、法律、物流等领域急需
人才，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充分发挥
各类人才的智力支撑作用。

� � � �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贺佳）
8月2日至3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深入长沙、 益阳、郴
州三市，检查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
见的整改落实情况， 调研生态文明
建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
环境保护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
新发展理念， 大力推动绿色发展，严
格落实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不折不
扣抓好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的
整改落实，共建共享天蓝、地绿、水净
的美好家园。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
参加在长沙市的调研，省委常委、省委
秘书长谢建辉参加调研。

杜家毫来到长沙市相关再生资
源企业，调研废旧锂电池、家电、建筑
和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资源化利
用；深入益阳市紫薇村，考察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走进郴州市相关采
矿、冶炼和环保企业，了解企业经营、
生产工艺、环保设施建设情况，检查企
业尾矿库和工业“三废”治理等工作。

调研中，杜家毫说，近年来，我省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取得了积
极成效，但也要清醒看到，湖南作为
“有色金属之乡”、 传统农业大省，历
史积累形成的生态破坏和结构性污
染问题还比较突出，环境保护和经济
发展的双重压力还比较大，污染治理
和生态修复任务还很繁重。特别是这

次中央环保督察组向湖南反馈的问
题，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全省各
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决扛起生态文
明建设的政治责任，持续发力、久久
为功，共建共享天蓝、地绿、水净的美
好家园。

杜家毫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 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坚决守住生态“红线”和安全
“底线”，坚决摒弃以牺牲生态环境换
取一时一地经济增长的短视做法。要
切实改进作风，对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

题，要建立问题台账，真抓真管，立行
立改，务求实效。要以环保督察整改
为契机， 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
力发展环保等新兴产业，着力构建创
新型、绿色化产业体系，全面促进资
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 要牢牢堵住固
体废物这一重要污染源头， 加快推进
科技创新、技术革新，尽可能把固体废
物“吃干榨尽”，化害为利、变废为宝，
实现减量化排放、无害化处理、资源化
利用。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市
场运作、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探索走
出一条财力可承受、企业可盈利、群众
可接受、技术可支撑、机制可持续、经
验可推广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新路子，
促进生态强省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杜家毫在长沙益阳郴州调研时强调

树牢绿色发展理念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共建共享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

许达哲在长沙调研开放平台建设时强调

面向市场 重视企业 聚焦项目
提升全省开放平台发展质量水平

用生命践行“忠诚、干净、担当”

黄小兵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在长沙举行

3家湘企跻身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
� � �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陈婷）今天，中国互联网协
会与工信部信息中心联合发布了
2017中国互联网企业100强榜单。
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分别位列榜单
前三。快乐阳光、拓维信息、竞网3家
湘企入围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

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研究工作
自2013年开展以来， 至今已举办5
届， 成为评价我国互联网企业综合
实力的重要品牌， 也体现了我国互
联网行业发展的新变化和新趋势，
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认可。此

次入围的快乐阳光、拓维信息、竞网
分别排在第56、58和80名。 快乐阳
光打造的主要品牌为芒果TV，进军
互联网电视； 拓维信息主要产品有
云宝贝等，打造智慧幼教平台；竞网
是区域互联网营销综合服务集成
商，自主研发了互联网“智营销”营
销服务。

近年来，湖南已成为互联网特别
是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的沃土。去年
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企业总数突破2
万家， 移动互联网产业年收入达591
亿元，近3年年均增速超过100%。

从一棵树
到一片“海”

———塞罕坝生态文明建设范例启示录
新华社记者 陈二厚 张洪河 赵超
曹国厂 于佳欣 侯雪静

首都北京向北400多公里，河
北省最北端。 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
于此。

她叫塞罕坝。
在中国森林分布图上， 相对于

全国2亿多公顷的森林面积，这112
万亩的人工林似乎有些微不足道。

在中国沙化荒漠化分布图上，
地处风沙前缘的这一弯绿色， 却显
得弥足珍贵。

她， 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

1.37亿立方米、释放氧气55万吨，是
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屏障。

三代人，55年。 将昔日飞鸟不
栖、黄沙遮天的荒原，变成百万亩人
工林海，相当于为每3个中国人种下
一棵树， 创造出当之无愧的生态文
明建设范例。

为什么是塞罕坝？
循着绿色的召唤， 穿行在她的

林海里，从每棵树、每个塞罕坝人身
上，我们找到了答案。这就是矢志不
渝的拼搏和奉献， 对绿色理念的彻
悟和坚守， 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
使命和担当。 荩荩（下转8版）

定额普调 挂钩调整 适当倾斜

2017年湖南上调基本养老金
+ +

� � � �湖南日报8月3日讯（记者 冒蕞）
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全
体会议，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
级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 抓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及
交办问题的整改落实。他强调，各级
各部门要做到态度坚决、即知即改、
立行立改， 确保将交办问题整改落
实到位， 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动
环境治理“夏季攻势”，确保实现环
境治理战役年度目标， 以生态文明
建设和环境保护治理的优异成绩，
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讨论了中央环保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方案，原则通过《湖南省生
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及其办公室工作
职责》和《湖南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
会议事规则》。

许达哲指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用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
护的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上来，切实
增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政
治责任感， 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
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 用创新驱动
促进绿色发展， 以制度创新保护生
态环境， 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治
化、制度化轨道，以最严格的制度、
最严密的法治，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
供可靠保障。

许达哲强调， 要以高度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抓
好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及交办问
题的整改落实。要层层压实责任。坚
持“党政同责”，按照“一个问题、一
套方案、一名责任人、一抓到底”的
要求，迅速分解整改责任清单、细化
整改措施； 建立完善部门协调联动
机制， 形成推进整改落实的强大合
力。要强化督促检查。

荩荩（下转2版①）

� � �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全体会议时强调

坚决抓好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确保实现环境治理年度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