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沈轩）8月29日
的人民日报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特别报
道“湖南篇”，以8个整版的篇幅，全景展示
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
各项成就。

特别报道刊发了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杜家毫的署名文章———《贯彻新
理念，建设新湖南》。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 湖南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为指引，牢记总书记对湖南提出的“一

带一部”“三个着力”等殷殷嘱托，以新发展
理念统揽改革发展全局， 开启了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的新征程。 湖南坚持稳中
求进，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出一
条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的正确路子； 坚持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驱动富饶美丽幸福新
湖南加快实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着力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以作风新气象、干部新状态
推动事业新发展。 荩荩（下转4版①）

�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 省政府举行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
仪式，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担任监誓人
并讲话， 他希望大家把誓言转化为实际行
动，把宪法精神落实到具体工作中，忠于使
命、报效祖国、服务人民，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省领导陈向群、何报翔、隋忠诚、张剑飞、
杨光荣及省人民政府组成部门、 直属特设
机构、直属机构主要负责人共同见证宣誓。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主持仪式。

奏唱雄壮的国歌后，去年1月1日以来
省政府任命的省政府副秘书长、 省政府组
成部门的副职，省政府直属特设机构、直属

机构、省政府驻外办事处、厅（局）级事业单
位的正、副职，部门管理机构的正职等105
位国家工作人员集体宣誓， 庄严的誓词响
彻全场：“我宣誓：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
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
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
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许达哲在讲话中说， 举行宪法宣誓仪
式，是强化宪法意识和法制观念，推动宪法
实施的一项重要举措， 对于促进政府公职
人员依法履职尽责、 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荩荩（下转3版①）

� � � �新华社北京8月2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
要指示指出，55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
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
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
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
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他们的事迹感
人至深， 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
动范例。

习近平强调， 全党全社会要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 一代接着一代干， 驰而不
息，久久为功，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新格局， 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
丽，为子孙后代留下天更蓝、山更绿、水更
清的优美环境。

学习宣传河北塞罕坝林场生态文明建
设范例座谈会28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会上传达
了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并讲话。

荩荩（下转2版①）

� � � �习近平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持之以恒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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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贺佳 刘勇）
今天上午，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总结大会在
长沙召开，回顾总结抗洪救灾工作，表彰先进
集体和个人， 激励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弘扬不
屈不挠、众志成城的抗洪精神，努力开创全省
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
会主任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讲
话。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秘书长、 水利部
副部长叶建春出席并讲话， 省委副书记乌兰
主持，省领导傅奎、黄关春、黄兰香、王少峰、
蔡振红、胡衡华、谢建辉、韩永文、冯毅、何报翔、
隋忠诚、张剑飞、杨光荣，省高级人民法院院
长康为民、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游劝荣出
席。

会上，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
宣读《中共湖南省委关于追授李大元同志“湖
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副省长隋

忠诚宣读省委省政府感谢信， 副省长杨光荣
宣读《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表
彰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的决定》（名单另发），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
表作交流发言。 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了专题
片《众志成城战洪峰》。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
省政协和省军区， 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表示祝贺， 向各有关方面表示崇高
敬意和衷心感谢。

“这是一场执政能力的特殊‘大考’，一
场战斗精神的特殊‘大考’，一场党性觉悟的
特殊‘大考’，一场人间真情的特殊‘大考’。”
杜家毫说，今年以来，我省先后发生了13次较
强降雨过程，特别是6月22日至7月11日，我省
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汛情灾情。 面对来势
凶猛的暴雨高洪，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沉着应
对科学指挥， 各级人大政协领导齐心协力共

度时艰， 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份履职“大
考” 的满意答卷； 全省上下齐心协力奋起抗
灾， 以实际行动筑起了一道道抵御洪流的钢
铁长城；广大共产党员舍身忘我挺身而出，在
抗洪前线纪念党的生日， 以实际行动树起了
一面面永不褪色的光辉旗帜； 社会各界守望
相助心手相牵， 以实际行动传递了一份份充
满爱心的正能量。

杜家毫说， 无情的洪水虽然摧毁了我们
的农田和家园， 但是摧不垮我们的意志和决
心。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全省上
下团结一致，勠力同心，迎难而上，奋起抗灾，
与外洪内涝展开顽强斗争，打赢了城市保安、
水库稳固、 江湖除险、 群众转移的抗洪保卫
战， 实现了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
低程度的防洪目标， 取得了今年抗洪救灾斗
争的决定性胜利。

荩荩（下转2版②）

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总结大会在长沙召开

弘扬不屈不挠众志成城的抗洪精神
努力开创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

杜家毫许达哲讲话 李微微叶建春出席 乌兰主持

湖南日报评论员

8月28日， 全省抗洪救灾总结大会召开，
许多人都被省委、省政府那封感谢信所感动，
被专题片《众志成城战洪峰》所感染，被受到
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所鼓舞。

对湖南来说，2017年的夏天，让人永远无
法忘怀———13次强降雨轮番袭击， 历史罕见
暴雨高洪考验，半个多月惊心动魄的战斗，历

历在目，仿如昨日。
这是一场检验执政能力的 “大考 ”。在湖

南出现汛情灾情的危急时刻，习近平总书记、
李克强总理分别作出重要批示指示， 国家防
总、水利部给予湖南大力支持；省委、省政府
科学决策，省领导靠前指挥；各级防汛责任人
迅速到岗到位、尽职尽责。在这场严峻的考验
面前，宗旨意识牢不牢？执政能力强不强？全
省各级党委政府作出了满意的回答。

这是一场测试战斗精神的 “大考 ”。洪水
裹挟一切， 但它无法冲走湖南人民愈挫愈勇
的决心。在与洪峰的鏖战中，解放军和武警部
队一如既往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 ，全省各
级各部门把支持防汛抗洪当作压倒一切的头
等大事。在这场不期而遇的“大考”中，各级各
部门的执行力怎么样？“两学一做” 学习教育
的效果怎么样？ 全省各级干部用行动作出了
最好的回答。 荩荩（下转4版⑤）

� � � � 李大元， 男， 汉族， 湖南汨罗市人，
1965年7月出生， 200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 生前系汨罗市三江镇花桥村党总支书
记。 2017年8月12日， 李大元同志面对特大

山洪灾害来袭， 不顾自己不习水性， 第一时
间乘船赶往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在返回途
中， 船只受洪水冲击侧翻， 李大元和获救群
众不幸落水， 他把岸上村民扔过来的木制窗

户奋力推给身边一名落水的群众， 把生的希
望留给了别人， 自己却英勇牺牲， 终年53
岁。

荩荩（下转4版④）

中共湖南省委

关于追授李大元同志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决定

(2017年8月25日)

� � � � 2017年以来， 我省连续遭遇13轮强降雨
袭击，特别是6月22日至7月2日发生的特大暴
雨洪水，过程累计雨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
时段雨强之大、 影响范围之广、 河流水位之
高、入湖流量之大，均为历史罕见。在党中央、
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
同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带领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部队官兵、社会各界众志成城、奋勇拼

搏， 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洪抢险救灾斗
争。在抗洪抢险救灾过程中，各地各部门涌现
出了一大批临危不惧、勇往直前、舍生忘死、
无私奉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他们在抗
洪抢险救灾斗争中的英勇事迹， 表现出了坚
定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展示了勇于担当和忠
诚为民的精神，弘扬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团
结奋斗的优良传统， 唱响了湖南人民心忧天
下、敢为人先、经世致用、坚韧不拔的英雄凯

歌， 以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
和赞誉。为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大力弘扬抗
洪救灾中焕发出来的时代精神， 广泛凝聚建
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强大正能量，省委、
省政府决定评选表彰望城区等100个单位为
“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先进集体”、李磊等302
名同志为“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先进个人”，
并颁发奖牌或证书。

荩荩（下转3版②）

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表彰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017年8月26日）

赢得抗洪大考，开创美好未来

8个整版全景展示过去5年新成就

人民日报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
特别报道“湖南篇”

105名省政府任命的
国家工作人员向宪法宣誓

许达哲担任监誓人并讲话� � � �一湖四水，人水和谐，一直是湖南儿
女的安澜之梦。

2017年以来， 湖南连续遭遇多轮强
降雨袭击，尤其是6月22日至7月2日发生
的特大暴雨洪水 ，累计雨量之多 、降雨
强度之大 、江河来水之猛 、河湖水位之
高，影响范围之广，均为历史罕见。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国家
防总的指挥调度下，省委、省政府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
领导同志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带领英勇的

湖南人民，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科
学决策、攻坚克难、守望相助，夺取了2017
年抗洪救灾的决定性胜利，谱写了湖南抗
洪救灾史上新的壮丽篇章。

“一片土地的历史，就是在她之上的
人民的历史。”这场惊心动魄的抗洪救灾
战役，再次见证了党的伟大、人民力量、

生命坚强、大爱无疆。历史将永远铭记这
个难忘的夏天！

在这场战役中，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
始终心系人民群众安危，挺身而出、砥柱
中流，忠诚履职、舍生忘死，把一面面党
旗插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 用实际行动
践行了“两学一做”的庄严承诺。换届选
举后新上任的党员干部经受了暴雨洪水
的“入职大考”，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优良
的作风，展示出担当大任、凝聚民心的坚
定信心和能力。 荩荩（下转4版②）

感谢信

� � � �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
下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
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支持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建设等工作。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
域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修改完善后提交
省委深改组审议。会议强调，安全生产事关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事关经济社会协
调健康发展。推进安全发展，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 要坚决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

示批示和中央《意见》精神，把安全生产纳
入政府工作重要议事日程，提高认识、勇于
担当、压实责任，切实增强安全防范治理能
力，大力提升全省安全生产整体水平。要强
化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
主体责任，堵塞监督管理漏洞、完善体制机
制，坚决杜绝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
系统治理，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市场
等手段，落实人防、技防、物防措施，组织动
员各方面力量实施社会共治。

荩荩（下转4版③）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安全生产领域
改革发展等工作

� � � � 8月28日，体育湘军在第十三届全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表现抢眼，在赛艇、女子
举重项目上夺得3金。图为湖南选手廖秋云以总成绩222公斤爆冷夺得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冠军。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相关报道见12版

体育湘军
全运会首日夺三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