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绿水青山新湖南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安怡

8月15日一早， 记者乘坐高铁来到郴州，
扑面而来的是清新的空气、浓浓的绿意。

郴州空气质量好，既看得到，也数得出：
去年一年间， 郴州有322天的空气质量为优
良，优良率达到89.4%，排名全省第一。今年上
半年，郴州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9.5%，再次位
居全省市州之首。

工业污染、面源污染也曾让郴州饱受“呼
吸之痛”，令人好奇的是，这座城市如今良好
的空气质量是如何炼成的？

攻重点：
淘汰燃煤锅炉，火电厂超低排放
“2个小时要扫一次灰，如果8个小时不清

扫，地上的灰有一寸厚。”华润三九
（郴州）制药有限公司锅炉班班长周
运成向记者描述几年前烧燃煤锅炉

时的情景。
8月15日，记者来到三九制药公司，看到

的已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新锅炉房里干净整
洁，没有刺鼻气味。

据介绍，2013年该公司投入700多万元
对2台锅炉实施“煤改气”工程，2015年2月投
入使用。2016年6月的检测报告显示，锅炉排
放的烟尘浓度已由2014年的48毫克/立方米
降为4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基
本未检出。

目前，郴州市城区的燃煤锅炉已全面淘
汰，累计淘汰205家企业308台（套）燃煤锅
炉， 市城区燃煤锅炉大气污染问题得以解
决。

火力发电，曾是郴州大气污染“大户”。
湖南华润电力鲤鱼江有限公司坐落在资兴

市东江河畔。8月15日17时49分， 华润电力鲤鱼
江公司门口竖立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在线小时
数据牌上滚动显示，1#机组二氧化硫、 氮氧化
物、 烟尘浓度小时均值分别为7.3毫克/立方米、
30.1毫克/立方米、2.7毫克/立方米，其浓度值
均远低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35毫克/立方米、
50毫克/立方米、10毫克/立方米。

火电厂的排放能达到天然气发电的水
平，得益于近年实施的一系列环保节能改造。
“十二五”期间，华润电力鲤鱼江公司投资2亿
多元先后完成了SCR脱硝、 脱硫系统一炉一
塔改造等，排放大气污染物指标全部优于“史
上最严”新国标。

荩荩（下转3版②）

“林中之城”深呼吸

� � � �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系列采访实
录《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近日由中共中
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1969年1月， 习近平总书记15岁时来
到陕西省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
队落户，直至1975年10月。这组采访实录
共采访了29人，其中既有同他一起插队的
北京知青，又有同他朝夕相处的当地村民，
还有当年同他相知相交的各方面人士。这

些受访者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 用真实的
历史细节讲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历
练故事， 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知青时期的
艰苦生活和成长历程。这部书，是当代青年
树立正确人生观、励志成才的鲜活教材，是
党员干部锤炼党性、提升素质的生动范本，
也是国际社会全面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的珍贵历史资料。

� � �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全国卫生计生系
统表彰大会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卫生
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党和国家始
终高度重视发展卫生和健康事业、 增进人民
健康福祉。 全国卫生计生系统认真贯彻党中
央关于卫生和健康工作的决策部署， 积极推
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各项工作， 为保
障人民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 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恪守
宗旨、辛勤工作，以实际行动培育了“敬佑生
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

神。希望同志们继续满腔热情为人民服务，钻
研医术， 弘扬医德，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水
平、更加满意的卫生和健康服务。各级党委和
政府要关心关怀广大卫生计生工作者， 采取
切实措施帮助他们改善工作生活条件， 推动
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加快建立
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努力开创我国
卫生和健康事业新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作出批示强调，推进卫生计生事业改革发展，
关系人民群众身心健康， 关系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近年来，卫生计生系统着力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扎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各方面
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谨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
体和先进工作者表示热烈祝贺！ 卫生计生系
统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导下，认真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
照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 持续打好医改
攻坚战，加快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不断提
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希望广大卫生计
生工作者秉承医者仁心传统，爱岗敬业，精钻
技术， 围绕人民群众的所需所急提供更好的
医疗健康服务， 为把我国早日建成健康强国
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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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出版发行

习近平对卫生计生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
加快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李克强作出批示

� � � �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赵向新）山村脱贫路，要靠电力
来“点亮”。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持续加
大农村电网升级力度， 优先突出贫困村
电网改造， 确保贫困地区产业发展不因
缺电导致“卡脖子”。

2016年，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对全
省贫困地区电网状况进行全面摸底，制
定出2016至2018年“三年农网建设改造
投资及计划”，重点向贫困村倾斜，明确
到2018年底完成供电范围内6447个贫
困村的电网改造，实现供电能力、供电质
量有效提升。截至今年上半年，全省已有
3152个贫困村实现电网改造升级。

去年是计划启动第一年， 国网湖南
省电力公司即完成投资21亿元，2969个
贫困村电网“脱胎换骨”，供电可靠率、电压
合格率分别达到99.78%、99.21%。 今年，

又安排投资16亿元，年底前将完成2051个
贫困村的电网改造，使全省贫困村电网改
造完成率达到78%。2018年计划投资约10
亿元，改造1427个贫困村电网，供电范围
内贫困村电网改造完成率达到100%。

农网改造升级，为贫困山村“点亮”
脱贫路。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隆回
号称“中国金银花之乡”，小沙江地区是
该县金银花主产区。长期以来，因电网落
后电压过低， 大功率的金银花烘干机无
法正常运转， 当地金银花加工业受到严
重制约， 老百姓产业脱贫路受阻。2016
年，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投资1000万元
对小沙江地区贫困村电网全面升级改
造，彻底破除了电力“瓶颈”，金银花加工
用电无忧。目前，隆回县金银花种植面积
已扩大至20多万亩，年产值超12亿元，带
动当地13个贫困村奔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彭雅惠

“在我们这个穷山沟，过去靠天难脱
贫，如今靠电才能致富。”吕勇与记者拉
家常时，手没歇着，把玉米接连投进饲料
粉碎机， 转眼玉米就被打磨成了喂鸡的
小碎粒。

吕勇是新邵县寸石镇花竹村的“养
殖明星”。2016年他放弃外出打工，在村里

开办养鸡场， 第一年销售收入就超过6万
元。今年，他新购买1000只鸡苗，眼下正是
长肉的时候。

“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村支部书
记曾明华在一旁感慨。 花竹村地处大山
之中，喀斯特地貌储水困难，人均耕地不
足0.4亩，农业生产条件恶劣。全村423户
145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有65户246人。

荩荩（下转3版①）

空气质量稳步提升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王身祥 周晓鹏

8月13日夜， 溆浦县深子湖镇水隘集
镇居民朱重华睡得很香， 醒来时已是8月
14日早晨7时。打开房门，眼前的一切让他
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集镇上因山洪侵袭留下的淤泥垃圾，
已不见踪影。原来，县、镇干部职工忙碌了
一夜，让集镇恢复了往日干净整洁的容颜。

8月12日夜至8月13日凌晨，水隘集镇
遭遇百年未遇的洪灾。 在省委主要领导关
怀下，当地各级党员干部奋力抗灾救灾，不
仅实现了“零伤亡”，而且在一天之内，恢复
了供水、供电、通路，受灾群众全部得到妥
善安置，创造了抗洪救灾“水隘速度”。

心往一处想
水隘集镇是合并前水隘乡政府所在

地，地势较低。
8月12日至8月13日， 一夜暴雨如注，

水隘集镇降雨量达310.8毫米。8月13日7
时，水隘村党支部书记朱贻淼来到集镇上
方的防洪堤巡查，发现溪河水一个劲往上
蹿，很快接近防洪堤顶。

“不好，要出危险!”朱贻淼马上向集镇
奔跑，用手机向深子湖镇党委书记刘仁江
报告，通知党员干部转移群众。

灾情就是命令。一时间，喊声、拍门声，
在集镇里响起。1小时后， 洪水越过防洪
堤，集镇很快成为一片泽国。

荩荩（下转7版①）

� � �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推进“三年农网建设改造投资
及计划”，已有3152个贫困村完成电网改造升级

穷山沟升起致富希望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部门在行动

� � � �溆浦水隘集镇遭受特大山洪袭击， 各级党员干部奋力
拼搏，不仅实现“零伤亡”，且集镇一天内获得“新生”———

创造抗洪救灾“水隘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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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跑在产业高地上
———桂阳强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纪实

农网改造“点亮”山村脱贫路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8月9日， 总投资200亿元的湖南广东
家居智造产业园基础设施项目开工， 首批
签约入驻的知名家居企业有72家，拉开了广
东家居产业整链条在桂阳县落地的帷幕。

紧随其后，计划引资50亿元的深圳压铸
行业协会派员前来桂阳考察，就桂阳（深圳）

压铸产业整链条引进及基地建设进行深入
洽谈。此外，6家有色金属精深加工企业携资
30亿元，签约进驻桂阳，有望年内落地开工。

作为一个内陆县，桂阳何以在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中抢占先机，在日
趋激烈的区域竞争中强势崛起？近日，记者
到桂阳进行了一番探访。

荩荩（下转7版②）

许达哲在全省2017年脱贫摘帽工作推进会上强调

以高度政治自觉兑现“军令状”
� � � � 湖南日报8月17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全省2017年脱贫摘帽工作推进会在怀化市中
方县召开。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强调，要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热情和干劲，全力以
赴打好脱贫摘帽硬仗， 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坚
决兑现“军令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
大胜利召开。

副省长隋忠诚主持会议并通报各计划摘
帽县脱贫摘帽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省政
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按照我省脱贫攻坚计划， 今年炎陵、茶
陵、桂东、石门、中方、祁东、双牌、江永、宁远、
吉首、鹤城、洪江12个县市区要完成脱贫摘帽
任务。会上，12个计划摘帽县市区委书记作表
态发言，省直单位负责人作出回应。

“脱贫攻坚是‘硬骨头’，如期脱贫是硬任
务。”许达哲指出，要坚定信心、毫不懈怠，以
高度的政治自觉完成“军令状”。现在离年底
只剩四个月， 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 责任
感、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强

化责任担当， 抓住关键环
节，做到精细精准，坚决完
成今年脱贫摘帽任务，切
实提高脱贫质量， 为后续
工作提供可复制、 可借鉴
的经验。

许达哲强调，要严格标准、实事求是，扎实
推进脱贫摘帽工作。准确把握政策要求，紧盯
“三率一度”，在实事求是做好错退、漏评纠正工
作基础上，坚决把贫困发生率降下来；实现稳定
增收，全面落实支持贫困地区发展产业和扩大
就业的政策，增强脱贫的可持续性；落实教育、
医疗和住房保障政策，进一步夯实“两不愁、三
保障”的基础；补齐农村安全饮水、道路交通、电
网改造等短板，有的放矢、量力而行，确保基础
设施明显改善。 荩荩（下转2版）

� � � � 3年累计投资47亿元，供电范围内
贫困村电网改造完成率达到100%。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三年农网建设改造投资及计划”：

2016年，投资21亿元，
完成2969个
贫困村电网改造。

2017年，投资16亿元，
计划改造2051个
贫困村电网。2018年，投资10亿元，

计划改造1427个贫困村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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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郴州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9.5%，再次位居全省市州之首———

大地铺金
8月17日，双峰县

井字镇铜梁村稻田一
片金黄。 立秋过后，该
镇数千亩再生稻大面
积成熟，仿佛给大地铺
上了一层金黄的地毯。

李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