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勇哉！英雄的湖南人民
———我省抗击历史罕见暴雨洪水回眸（下）

� � � �新华社天津8月27日电 在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即将开幕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27日上午在天津会见了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 先进个人代表和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先
进工作者代表以及在本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中获
奖的运动员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体育
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体育强则中国强，
国运兴则体育兴。 要把发展体育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精心谋划，狠抓落实，不断开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新
局面，加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

当天上午， 天津宾馆会议厅内洋溢着热烈的气
氛，参加会见的代表们情绪饱满、精神振奋，有的身穿
少数民族盛装，有的胸前佩挂着闪亮的奖牌。11时许，
习近平等来到天津宾馆会议厅，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
掌声。习近平同参加会见的代表亲切握手，不时交谈
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首
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大家表示热烈
的祝贺， 向全国体育战线全体同志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体育事业取得长
足发展，全民健身蓬勃开展，竞技体育成绩显著，体育
改革不断深化，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大家为此付
出了辛勤努力，我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也作为普通的体育爱好者，向同志们
表示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把握体育
强国梦与中国梦息息相关的定位，把体育事业融入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大格局中去谋划，深化体育
改革，更新体育理念，推动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
产业协调发展。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思想， 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
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
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
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把群众性体育纳入全运会，组
织人民群众广泛参与， 就更好起到了举办全运会的
作用。

习近平指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弘扬体育道德风尚，坚定自信，奋力拼搏，
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 更好发挥举国体制作用，把
竞技体育搞得更好、更快、更高、更强，提高为国争光
能力，让体育为社会提供强大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高质量筹
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全力做好各项筹办工作，特别
是要做好备战工作，加快冰雪运动普及和提高，努力
举办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

最后，习近平指出，体育代表着青春、健康、活力，关乎人民幸福，关乎民族未来。党的
十九大即将召开，办好本届全运会将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希望同志们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我国体育事业不断实现新进步，在体育强国建设中再立新功。

王沪宁、刘延东、许其亮、栗战书、王晨、卢展工等参加会见。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表彰活动自1993年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开始，每4年表彰一次，已连

续在6届全运会期间进行表彰。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期间，共表彰2013-2016年度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单位3259个、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2465名、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70个、全
国体育系统先进工作者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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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冒蕞）8月
26日至27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
到株洲，前往醴陵市、芦淞区、株洲县等地
调研转型升级等工作。他强调，株洲要充
分发挥特色和优势，贯彻新发展理念，做转
型升级排头兵，为全省转型升级作示范、创
经验。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调研。
在醴陵市， 许达哲先后考察了中洲烟

花公司、醴泉窑艺陶瓷有限公司、旗滨玻璃
集团等，着重了解特色产业发展、安全生产
等方面的情况。 许达哲在芦淞区调研了株
洲通用航空城规划建设、“两机” 重大专项
等项目实施以及无人机、 通航运营等产业
发展情况；在株洲县，许达哲考察了南洲镇
泗马村重金属治理项目及农业种植结构
调整升级示范区， 详细询问该项目的技术
手段和实施成效， 并考察了南洲新区标准
厂房项目和时代新材亚胺薄膜生产项目。

26日晚，许达哲同株洲市县两级党委
政府、 园区及部分高新企业负责人进行座
谈， 听取转型升级相关情况介绍和意见建
议。他指出，株洲是老工业基地，产业基础
扎实，交通区位优越，要正视发展中的各项
困难和问题，多在转变思想观念上下功夫，
切实打好转型升级战役， 实现老工业基地
的新腾飞。

许达哲强调，要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
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这个中心， 走新的发
展之路。要走创新发展之路。精心培育高新
技术企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有株洲特色
和优势的创新体系；吸引创新人才、加大研
发投入、注重产学研用结合，在提高有效供
给能力上下功夫， 将创新驱动和市场需求
紧密对接起来；努力攻克核心技术瓶颈，让
技术更好地服务国防建设和地方经济发
展。要走开放发展之路。把发展目光投向全
国乃至全球范围， 推进轨道交通装备等优
势产业走出去；认真落实好“五大对接”行
动，加大引资、引项目工作力度，努力完善
现代产业体系。要走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军民
深度融合，促进企业研发、生产、管理和服
务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加快服务业
转型升级，培育好军民融合产业。要走高效
集约之路，以“动力谷”建设等为重点，发挥
好重点园区集聚作用， 加快制造强省重点
项目建设，推进产业集聚发展，不断延伸产
业链条。要走质量制胜之路，落实好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任务，想方设法降低企业成本；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 狠抓质量管理的薄弱
环节和突出问题。要走绿色发展之路，坚决
落实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要求， 让绿
色真正成为发展的底色。

许达哲在株洲调研时强调

走新的发展之路
做转型升级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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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孙敏坚 周小雷

8月底，伫立岳阳城陵矶码头，看碧水蓝
天、舳舻蚁集，岸上作业繁忙、人气高涨。湘资
沅澧四水汇入洞庭从这里奔向长江， 澎湃潮
涌， 仿佛在诉说着这个夏天发生在湖湘大地
的抗洪救灾感人故事。

今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在与历史罕见
暴雨洪水的搏斗中，我省各级党委、政府把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科学调
度、精准施策；广大党员干部不畏艰难，挺身
而出；人民子弟兵、公安干警勇往直前，抢险
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守望相助、众志
成城。

湖湘大地，江河绵延，古往今来，勇者
辈出。2017年抗洪胜利，属于英雄的湖南人
民！

靠前指挥 、科学抗救 ，各级
党委政府始终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
放在首位

6月22日至7月3日， 暴雨倾泻三湘大地。
湘江、资水、沅水水位一再跳涨，洞庭湖区一
线大堤险象环生，全省逾千万群众受灾。

雨情超常！汛情异常！灾情非常！保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刻不容缓！ 全省各级党
政领导干部身先士卒、靠前指挥，发挥出“关
键少数”的关键作用。

在遭受历史罕见特大洪水突袭的湘江流
域，从湘江源头永州，到沿线衡阳、湘潭、长
沙、岳阳等地，各级党政领导赶赴一线靠前指
挥， 广大党员干部带领群众全力投入保卫家
园的战斗中。

在资水、沅水流域，面对极端汛情，各级
决策者同样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定力，
制定出科学有效的防汛抗灾举措，有效保证了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长沙市未雨绸缪、及时研判，在超强降雨
初现端倪时，市领导奔赴重点区域一线督战。
在惊心动魄的“长沙城保卫战”中，长沙主城
区基础设施在湘江创纪录洪峰中经受住了考
验，生产生活秩序保持了基本稳定。

地处南洞庭湖滨的沙田垸，是岳阳市乃至
全省防汛的“上甘岭”。倾泻而下的湘、资、沅三
水在这里汇聚， 城陵矶三江口长江水又高位灌
入，堤身单薄、多年未遇高洪考验的沙田垸迎来

“大考”。 而沙田垸大堤肩负的不仅仅是守护本
垸近3万乡亲之责，一旦垮溃，县内毗邻垸区的
56万人将遭受洪灾，甚至会殃及益阳等地上百
万人生命财产安全。必保，必保！

7月2日，沙田垸超警戒水位3.42米。前线
指挥部紧急会商，半小时内达成共识：湘阴县
马上启动防汛Ⅰ级应急响应； 立即向长江防
总申请削减三峡水库出水流量； 立刻召集老
水利专家上堤指导抢险；24小时不间断密集
巡查；制定溃垸预案，做好人员转移、撤退的
应急方案。 荩荩（下转4版）

� � � �新华社天津8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十三届运动会27日晚在天津市隆重开幕。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27日晚的天津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灯
火五彩缤纷，美轮美奂，场内气氛热烈，鼓乐
喧天，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19时57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
走上主席台，向观众挥手致意。全场响起长时
间热烈的掌声。

20时，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式正式开始。
伴随着高昂优美的《歌唱祖国》的旋律，仪仗
队员护拥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伐矫健地走进
体育场。 现场奏响节奏鲜明的《运动员进行
曲》，全运会会旗、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旗和由
100名旗手组成的会旗方队、裁判员代表方队
走向主席台， 紧随其后的是38个代表团精神
抖擞的运动员代表，分别来自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解放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3个行业体育
协会。 全场观众用热情的掌声和欢呼声欢迎
运动员们的到来。

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迎风飘扬。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代表天津市委、市
政府和全市1600万人民， 向各位来宾和全体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
心的感谢。

第十三届全运会组委会主任、 国家体育
总局局长苟仲文致开幕辞， 向举办本届全运
会的天津市表示衷心感谢， 向筹办全运会的
工作者和志愿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时40分， 习近平用洪亮的声音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运动会开幕！”顿
时，全场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伴随着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歌的旋律，全
运会会旗和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旗徐徐升起。

运动员魏秋月、教练员徐国义、裁判员李
敬分别代表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的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员宣誓。

“同一片蓝天下，我们追逐同一个梦想，

同一片沃土上，我们播种光荣和希望……”
4位歌手现场演唱第十三届全运会会歌《光荣
和梦想》，拉开了文体展演《逐梦远航》的序
幕。整个演出由“百年呼唤”“健康中国”“领航

未来”3个篇章组成， 借助多媒体技术和声光
电手段，生动诠释了本届全运会“全运惠民、
健康中国”的主题，充分体现了“全民全运”的
办会理念。 荩荩（下转2版①）

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
在天津隆重开幕
习近平出席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8月27日晚，习近平在天津出席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 新华社发

� � � � 7月3日下午，
长沙市望城区乌
山镇团山湖八曲
河大堤突发十多
处管涌险情，武警
长沙市支队紧急
抢险，采取搭建围
栏和沙石填堵方
式等排险，严防死
守，确保驻地群众
安全度汛。（资料
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胡宇芬）在浏
阳市北盛镇边洲村， 采用省农科院有机稻米
生产技术体系的1800亩稻田陆续进入丰收
季。昨天下午，省农学会组织专家进行了现场
评议，专家组认为示范区水稻生长稳健，田间
病虫及杂草得到有效控制。 其中，101亩超级
稻“湘两优900”经现场测产，折算每亩干谷
720.3公斤。

省农科院党委书记柏连阳教授告诉记

者，该院与浏阳市农业局联合，拟将边洲村建
设成为“中国有机第一村”，实现不施化肥和
农药、不用不能降解的农膜、作物产量保持常
规生产水平、重金属含量低于国家标准。

边洲村共有3700多亩稻田， 今年被省农
科院纳入有机农业生态试验示范园的面积将
近一半。行走在田埂上，记者看到两边的稻田
里生物防虫设施呈现立体状态。 每亩在竹竿
上系10个纸杯， 释放1万只赤眼蜂防治二化

螟、稻纵卷叶螟等鳞翅目害虫；每10亩设置一
个水池，种植豆类和棚架蔬菜，供蛙类产卵孵
化、蜘蛛越冬等；每35亩至40亩，安装1盏黄色
的益害昆虫分离诱虫灯； 用来诱杀害虫的诱
捕剂及胶粘板也有分布。

示范园技术专家张玉烛研究员说，1800
亩稻田除了采用“蜂—蛙—灯”生物控虫不施
化学农药外，还采用“绿肥+商品有机肥”而不
施化肥，并采用“生物控草肥”控制田间杂草，
不用化学除草剂。

此次示范最有看点的是101亩超级稻“湘
两优900”稻蛙共生模式示范基地。研究人员
首次探索每亩投放黑斑幼蛙1万只，以期实现
防虫和增加稻田产出双重目标。

荩荩（下转2版②）

超级稻“湘两优900”喜获丰收
101亩平均亩产720.3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