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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周勇军 肖洋
桂 通讯员 龚文君 周亚玲)8月18日，临澧县
翘首以盼的城区安全饮水PPP项目工程正式
破土动工。这个投资17.2亿元的民生工程建成
后， 将彻底解决县城居民及澧南部分群众饮
水不安全的问题， 并将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设
施以及滨河景观等，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是临
澧“五大会战”重要项目之一。

去年初，临澧县通过调研，在广泛听
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按照“开放强县、产
业立县”战略思路，打响了脱贫攻坚、城镇

带动、园区攻坚、交通跨越、水利建设五大
会战。

临澧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有13283户35788
人。在“五大会战”中，该县把脱贫攻坚作为最
大的民生工程放在首位， 近年来通过开展电
商、旅游、金融等产业扶贫，全力办好电力、交
通、农田水利、信息网络等6件实事，贫困人口
中已有19572人摘掉贫困帽。

推动传统工业转型升级， 引进重大工业
项目，是夯实财政基础的有效手段，也是改善
民生的首要条件。为此，临澧县投入6.21亿元，

创建了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出台了“帮扶
工业企业十条”， 为转型企业提供融资担保、
过桥贷款3.1亿元，并成功引进了桐山风电、万
辉科技、光伏发电等12个科技含量高的项目，
新增规模工业企业7家。上半年，全县园区工
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

构建现代交通网络， 是临澧县下的一招
重棋。该县利用PPP项目，目前已完成投入8.2
亿元，强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智慧交通建设，公
路、铁路、水路联运的现代交通网络大格局逐
渐成形。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记者 周怀立

8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第7版用
整版篇幅，以《中国动力谷给世界一颗“中国
芯”》为题，全面报道株洲·中国动力谷建设情
况，赞扬“株洲正以澎湃动力叩开全球‘智造’
大门，给世界一颗跃动的‘中国芯’”。

无独有偶，8月10日， 在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头条新闻《砥砺奋进的五年———深入推
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称赞株洲为中国制
造业发展新版图做出了新贡献。

与之相呼应，在最近短短一个月里，株洲
市的企业就与外国大公司签下了6份合作协
议。

在开放中发展、在开放中崛起，株洲交出
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

坚定“走出去”
更宽的视野，决定了发展格局。更大的市

场，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株洲上下已形成
共识：开放是株洲固有的基因，决不关起门来
搞建设，要始终以开放的心态拥抱世界。

在坚定不移推进“株洲制造”走出国门、
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株洲·中国动力谷声名鹊
起、奋力领跑，成为湖南开放崛起一张闪亮名
片。

自1997年实现中国电力机车整车首次出
口到伊朗以来， 中车株机公司已获得海外订

单总额约500亿元。仅我国倡导“一带一路”4
年来，该公司海外订单就达388亿元，产品与
服务输入全球15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还在马
来西亚、南非、土耳其建立产业基地，实现从
单一“产品”输出向“产品+服务+技术+管理+
资本”的转型升级。

中车株洲所接连并购德国博戈、 英国
SMD等公司， 业务领域迅速由轨道交通延至
汽车，由陆地拓至深海。其中，出资2.9亿欧元
收购德国博戈公司， 是中国迄今在欧洲汽配
行业最大的收购项目。收购完成后，时代新材
在世界非轮胎橡胶行业排名从第30位上升到
第15位。

荩荩（下转3版①）

帆发湘江 牵手世界
———株洲市推进开放发展纪实

项目落地 民生升级
临澧打响脱贫攻坚、城镇带动、园区攻坚、交通跨越、水利建设五大会战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谭显润）全省民政系统坚持将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第一民生工程”，
加强政策创制和部门衔接， 筑牢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保障网。 今年截至6月底，城
乡低保月补助水平分别达285元和142
元， 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和21%；实
施医疗救助312.7万人次， 累计支出7.4
亿元；临时救助资金支出2.75亿元，救助
36.5万户（次），次均救助752元，资金总
量和平均单笔救助资金量均大幅上升。

推进“两线合一”，困难群众得实惠。
过去， 我省农村低保标准低于国家扶贫
标准。 经省委常委会和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从2017年1月1日起，全省农村低
保标准由2640元/年提高到3026元/年，
高于2016年国家扶贫标准，待国家公布
2017年扶贫标准后再相应对标，全面实
现农村低保标准与国家扶贫标准“两线
合一”。 目前，14个市州农村低保标准已
全部达到省级指导标准，有10个市州高
于省级指导标准， 确保到年底全省农村
低保补助水平同比提高10%。

全省开展农村低保对象和兜底脱贫
对象认定清理整顿， 将不按标施保、“拆

户保”、“违规保”等对象清理出去，把符
合条件者纳入进来， 大大提高了低保与
扶贫两种保障对象的吻合率。

建立协调机制加强政策衔接。 省政
府制定全省加强困难群众生活保障实施
意见， 全省122个县市区全部建立了困
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协调机制，实
现各级低保、扶贫信息共享、部门数据口
径一致，以后，低保人员名单将全部长期
上“互联网+监督”平台公示。

困难群众脱贫， 大病是一大“拦路
虎”。我省以政策衔接为重点，不断完善
医疗救助制度。 各地将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纳入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范围。 多地
还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扩大重特大疾病
涵盖病种，加强医疗救助与基本医保、大
病保险的衔接, 实现了大病保险政策对
特困人员、 低保家庭成员补偿起付线降
低50%。临时救助、救急难、慈善救助等
政策也向这部分对象倾斜。

在此基础上， 我省正在探索建立补
充医疗救助制度， 进一步降低自付部分
医疗负担，切实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的突出问题，10个深度贫困县将成为首
批试点地区。

通讯员 何云雄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在东莞打工一个月2000多元，包
吃住，半年多没看到父母了，好想他们就
回来看看，明天又要回工厂。”8月20日，
27岁的江永县兰溪瑶族乡勾蓝瑶村村
民欧阳明印高兴地说。

“是党和政府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如
果治不好病，这辈子就完了。”欧阳明印

告诉记者， 读初中时他就出现右手麻木
症状，有时伴随着头疼、右半身抽搐。起
初在县医院检查，查不出病因，后来到桂
林、广州的医院，诊断为脑瘤。

欧阳明印带病读完了高中、 大专，期
间，贫困的家里给欧阳明印做过两次伽玛
刀手术，第一次花掉5万多元，病情依旧，
第二次又花费3万多元，依旧不见好转。

荩荩（下转2版①）

推进“第一民生工程”
湖南民政筑牢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网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部门在行动

“有了好身体，我家就不是贫困户了”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刘文韬）在7
月下旬举行的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上，历经多次调研、座谈和修改的《湖

南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草案）》，正式进入
立法审议程序。立法保护饮用水水源，是从法
制上保障饮用水安全、 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的重要举措， 也是我省坚持立
法为民、务实管用的缩影。

据初步统计，2015年以来，省人大常委会
共审议通过省本级地方性法规17件， 涵盖农
村扶贫开发、 大气污染防治、 老年人权益保
障、 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 城市综合管
理、通信管理、旅游强省建设、食品安全等经
济社会各个领域。 荩荩（下转2版③）

岳麓秋夜
好纳凉

8月18日晚，
长沙市岳麓山风
景区，众多游客在
山顶纳凉、 观景。
近日的几场降雨，
将初秋的长沙城
冲刷得一尘不染，
也带走了往日的
燥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周小雷 于振宇 沙兆华

8月19日晚，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第二
集《大智立法》播出后，在我省社会各界引起
强烈反响。大家认为，立法是全面依法治国的
前提和基础。 应紧紧围绕事关改革发展稳定
的热点难点，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扎
实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让每一项立法都
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为善治奠定坚
实的良法根基。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湖南大
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少华说，党的十
八大以来立法体现的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特
征，解决的是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比如即将

实施的民法总则，适应“互联网+”的时代要
求， 确认虚拟财产、 数据信息等新兴权利客
体。 将时代发展中经过检验的创新实践上升
为国家立法， 这本身就是立法工作践行创新
理念的具体体现。

“人民有所呼，立法有所应”“社会发展的
步伐行进到哪里， 立法就要跟进到哪里”……
专题片中一系列精准的表述，令省人大常委会
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胡雪清产生共鸣。他说，
良法是促进发展、保证善治的基础。近年来，省
人大常委会坚持和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
进一步强化良法意识，坚持立法为民、务实管
用，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需要出发，按轻重缓
急统筹立法工作，立符合当地实际的法，立改革

发展急需的法，立人民群众拥护的法。如大气污
染是人民群众的“肺腑之痛”，我们根据形势及
时制定了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为改善大气环境
质量、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提供法制保障。在
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使法律规范能够合乎实际情况、解决改
革开放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每一部法规都立得
住、行得通、可操作。

近年来， 省政府法制办紧紧围绕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大局，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对涉及
全面深化改革、 推动经济发展、 完善社会治
理、保障人民生活的地方法规规章抓紧起草，
及时修改， 为改革发展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保
障和促进作用。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记者 陈昂昂）
8月14日至19日，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主
席李微微与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 赴吉
林就“民营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考察。吉林
省政协主席黄燕明参加考察。

住湘全国政协委员徐一天、杨维刚、
张大方、刘晓等参加考察 。吉林省政协
副主席支建华、张伯君，秘书长阿汝汗，湖
南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分别出席座谈或
参加考察。

近年来，为应对经济下行适应新常态，
吉林省把突出发展民营经济作为推进新
一轮振兴发展的突破口，一系列简政放权、
为民营经济松绑的政策文件下发， 取得了
明显成效。长春、通化、白山、辽源市均被列
为“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改革示范城
市”，其经验有“示范”性价值，被全国政协
推荐为考察目标。

15日上午， 考察组在长春与当地政
府、 政协相关负责同志座谈， 随后赴长春
市、通化市、白山市实地考察。只有60名员
工的长春越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在汽
车关键零部件研发上练就“独门武功”；通

化东宝集团研制的“重组人胰岛素制剂”打
破了西方国家在高端生物科技领域的
垄断……这些民营企业成功的经验给考
察组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19日，考察组在长春召开内部座谈交
流会， 探讨如何借鉴吉林发展民营经济的
经验，助推我省民营经济发展。

“吉林发展民营经济善于抓契机、抓关
键、抓实效。”李微微表示，吉林省各级主要领
导挂帅抓非公经济，陆续出台覆盖政策环境、
金融环境、创新环境等多方面的政策，这些措
施有效推动了当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这些
成功经验，对湖南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

李微微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毫
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
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在经济
转型升级中，各地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
摇”，切实拿出实招，推动企业增强创新发展
的内生动力；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生态环
境，推动企业集群发展；帮助企业降低成本，
推动企业形成现代产业体系。企业要充分利
用现有资源，深度挖掘潜在资源，瞄准国际
国内市场，练就“绝活”，形成特有竞争力。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助推民营经济发展

李微微与部分住湘全国政协委员赴吉林考察

为善治奠定良法根基
———我省社会各界热议《大智立法》

立法为民 务实管用
近两年来我省通过省本级地方性法规17件

� � � �2017年1月至6月底 ， 城乡低保月补助水平分别达

285元和142元 ，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6%和21%。

实施医疗救助312.7万人次，累计支出7.4亿元。

� � � �临时救助资金支出2.75亿元，

救助36.5万户 （次 ）， 次均救助

752元。

� � � � 从2017年 1月1日
起 ，全省农村低保标准

由2640元/年 提 高 到

3026元/年，高于2016
年国家扶贫标准。

� � � � 8月19日， 参加
衡阳县第四届船山
文化夏令营的孩子
在挖藕。当天，志愿
者老师把课堂搬到
荷塘中，来自全国各
地的25对亲子家庭
和25位留守儿童一
起亲近大自然，体验
劳动的艰辛与快乐，
分享收获的喜悦。

刘欣荣 摄

荷塘
课堂

制图/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