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
讯员 周仁 ）8月21日至27日， 省军区组织
师团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班， 深入学习
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
政、强军兴军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
研讨体系重塑、职能重构、力量重组后面
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更加坚定看齐追随、
坚决做到“三个维护”，更加牢固确立强国
强军的根本指导，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做好思想和政治准备。省军区领导黄
跃进、冯毅、许凤元出席。

此次培训采取动员辅导、专家授课、现地
教学、集体自学、分组讨论、大会交流等形式
进行。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和政委冯毅分别
围绕“适应新体制、履行新职能、担当新使命”
和“深悟主席思想，强化政治领导，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作授课辅导。
黄跃进指出，各级适应新体制，就要提

高政治站位，用习近平主席关于改革强军的
决策部署统一思想和行动。 履行新职能，就
要找准自身定位，按照协调军地、面向三军
要求谋划推进工作， 要正确定位新职能、真
正读懂新职能、全面落实新职能。担当新使
命，就是要围绕强军兴军，全面提高战斗力
动员力。

冯毅强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要扎实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
重要讲话精神走深走实，引领官兵充分认清
讲话的重大意义。要切实担起各级党委思想
政治领导的重责重担，坚决夯实维护核心听
党指挥的思想基础，坚决打赢意识形态领域
斗争主动仗。

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军区举办师团职领导干部理论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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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全省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名单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孟姣燕)今
天，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
会透露，2017中国湖南(第八届)旅游产业博
览会，将于9月18日至21日在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吉首市举行，9大主题活动将全面
展现湖南旅游建设成就和旅游扶贫成果。

本届旅博会以“锦绣潇湘，神秘湘西”为
主题。期间将举行9大主题活动：开幕式、“湘
西有礼”旅游商品评选活动、湖南省旅游商
品大赛、 首届武陵山旅游发展高峰论坛、旅
游采风活动、湘西旅游产业推介暨湘西重点
项目签约仪式、 湖南旅游装备制造业论坛、
旅游专场推介会等。其中，旅游专场推介会
将连续3天举行8场，集中推介各市州旅游商
品、旅游成果和旅游项目。

今年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建州60
周年。省旅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尚斌表示，
本届旅博会选址大湘西，系列配套活动能够

使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随人流涌到贫困
地区， 对推动湘西旅游脱贫攻坚有重大意
义，这也体现了本届旅博会的最大亮点———
首次将旅游扶贫融入博览会。

此外，本届旅博会还将推出“州庆旅游
大礼包”，免费提供湘西景区景点门票，让游
客充分体验湘西魅力。9月18日至21日，报
名参加自驾游、跟团游、房车游或前往现场
观展，都可以免费获得大礼包。

湖南旅博会首办于2010年， 为湖南旅
游品牌节会之一。近年，湖南旅博会先后于
长沙、张家界、郴州等地举行，通过对全省旅
游相关产业的全面展示， 增进交流合作、促
进产业发展，成为旅游产业带动湖南经济发
展的典型案例。

本届湖南旅博会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
办，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湖南日报社共同承办。

首次融入旅游扶贫

2017湖南旅博会9月吉首开幕
免费门票邀您游湘西

�荨荨（紧接1版①） 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
人员要自觉忠于宪法，维护宪法权威。恪守
宪法原则，弘扬宪法精神，履行宪法使命，以
饱满的政治热情和责任担当，在全面依法治
国、 建设法治湖南的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
要锤炼党性，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同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
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断坚
定“四个自信”，增强“四个意识”，严守政治
纪律和规矩，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要恪尽职
守，认真履行职责。把依法行政的要求贯穿
于政府决策、执行、落实的全过程；加强学

习，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和办事能力，围绕省
委、省政府各项决策部署，以抓铁有痕、踏石
留印的作风把各项工作推向前进。要廉洁奉
公，自觉接受监督。将“三严三实”要求贯彻
到工作生活中去，保持务实清廉作风，把心
思用在为老百姓踏踏实实办事情上，做人民
满意和信赖的好公仆。

《湖南省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任命的
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 于8月
23日正式印发。《办法》要求，省人民政府
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需在任命后进行公
开宪法宣誓。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
讯员 郑丽萍）今天，省女企业家协会第六次
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柯敏鼓励大家成为有理想信念、有智慧、有
奉献、有国际视野的优秀女企业家，成就自己
的美丽人生。

自第五届省女企业家协会成立以来，在省
妇联指导下， 协会会员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积
极吸纳就业，扶持妇女创业，积极参与扶贫帮
困、救助贫困母亲以及抗震抗旱抗洪救灾等公
益活动，累计捐款捐物两千多万元。涌现出吴
建平、张海霞、钟飞等一大批优秀女企业家。

王柯敏充分肯定了省女企业家协会过去
几年的工作。他说，湖南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离不开创新,离不开女企业家们的奋力担当。
他鼓励大家要做有理想信念的女企业家，做
敢为人先有智慧的女企业家， 做乐于奉献有
爱心的女企业家， 做具有国际视野的女企业
家。他指出，女企业家协会的会员们是女性企
业家的优秀代表， 希望大家将身份作为一种
责任，争当表率，引领全省女企业家们爱国敬
业、遵纪守法、创新创业、回报社会，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湖南日报 8月 28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黄礼 ）今天下午，省政协副主席袁
新华在长沙会见了以芬兰中间党副主席安
提·库维宁为团长的北欧青年政治家联合
考察团一行。

袁新华对考察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简要
介绍湖南省情。她说，近年来，湖南与芬兰、丹
麦、挪威等北欧各国互访频繁，经贸往来不断
加深，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希望以考察团
此次访湘为新起点，进一步增进了解、促进交

流、拓宽合作，促进双方在经济、贸易、文化、
旅游等方面的友好往来。

安提·库维宁表示，短短几天的在湘访
问，考察团感受到了湖南人民的热情。北欧
国家与中国在新科技、新能源、环境保护等
领域有许多共同利益，希望此次到访湖南，
进一步增进双方了解，加强人员往来，寻求
合作机会。

省女企业家协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
王柯敏鼓励女企业家成就美丽人生

袁新华会见北欧青年政治家联合考察团

� � � � 今年1至7月， 全省农村危房改造实际开
工9.95万户，竣工4.51万户。

� � � � 近两年来，对51个贫困县安排的
农村危房改造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占比均超过资金总额的65%。

� � � � 2009年至2017年，我省共争取农
村危房改造任务133.33万户、 中央补
助资金108.12亿元。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部门在行动

湖南日报8月28日讯 （记者 陈淦璋 ）
精准扶贫要实现“两不愁、三保障”，其中一
个重要保障就是住房安全保障。 记者今天
从省住建厅获悉， 今年1至7月， 全省农村
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已全部下拨， 全省实际
开工9.95万户，竣工4.51万户，总体进度相
比去年同期有明显提高。

我省从2009年开始实施农村危房改
造。2009年至2017年， 我省共争取农村危
房改造任务 133.33万户 、 中央补助资金
108.12亿元， 任务量和补助资金额均居全
国前列； 省级财政共筹措资金40.42亿元，
近3年来连续实现大幅增长，为全省脱贫攻
坚打下坚实基础。

我省农村危房改造精准对接脱贫工
作，优先帮助特困户，在全国率先实施重点
帮扶、差异化补助。省住建厅介绍，近两年
来， 对51个贫困县安排的农村危房改造中
央和省级补助资金 ， 均超过资金总额的
65%； 其中，2016年省级补助资金100％用
于支持贫困地区。 我省还根据贫困户的贫
困程度，实施差异化补助政策。贫困程度越
深，补助越多，对自筹资金能力极弱的特困
户实施重点帮扶，甚至“兜底”住房保障。

省住建厅负责人介绍，对于存量危房，
该厅已会同省扶贫办、省民政厅、省残联等
部门开展精准核查， 并在国家系统平台开
展信息比对，实现一户一档。从今年开始，
为服务全省脱贫攻坚大局， 助推茶陵、炎
陵、 祁东等12个脱贫摘帽县全面实现住房
安全有保障， 省住建厅对这些县将足额安
排农村危房改造指标，实现应改尽改，不漏
一户；同时，大力推行C级危房加固改造，
降低农房建设成本， 减轻贫困户自筹资金
的压力，帮助他们喜圆“安居梦”。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在平江县三阳乡龙坪村，71岁的郑幕
凡老人， 不时到山沟里的老屋去看看。他
的老屋———土砖房内圈养了羊，这里有老
人割舍不去的记忆。

“按照危房改造建新拆旧的原则，郑
老这所老屋是要拆掉的。 郑老也答应了，
把羊养大一点卖掉，就拆老屋。”龙坪村党
支部书记郑建清说。

土砖屋不仅摇摇欲坠， 周围地质灾害
隐患大，交通也一直是个难题。要不是最近
新修了条小道，郑幕凡回来一趟实属不易。

由于居住条件堪忧， 沟里30多口人都
搬了出去。随着危房改造政策落实落细，郑
幕凡作为村里的五保户，也搬进了新房。

数公里外，是龙坪村的危房改造整村
推进点，郑幕凡的新房就在其中。远远看
去，30多栋新房， 整体徽式建筑风格，粉
墙黛瓦，小桥流水。新旧变化，见证了贫困
户从“忧居”到“优居”的过程。

郑幕凡带着记者参观其新居，两室一
厅一厨一卫，还带个小庭院；二楼有半层，

可以堆放杂物。客厅里，他和老伴及女儿
的3人合影挂在正中央，满满都是笑意。

“村里干部告诉我， 根据危房改造政
策，本来我家还需自筹资金4万元。不过，考
虑到我家的实际困难,最后也免了。”郑幕
凡说。

郑建清介绍，郑幕凡的儿子因尿毒症
过世，留下了巨额债务，郑家确实无力建
新房。郑幕凡2015年向村里提出申请后，
经过“评议、公示、乡审、县批”程序，于
2016年8月搬入新屋。 新房简易装修、水
电门窗齐备，基本可以实现拎包入住。

平江县住建局局长吴向前告诉记者，
平江县作为全省率先开展农村危房改造
整村推进的地区， 通过整合各类资金、优
先扶贫帮困，让郑幕凡这类特困户住上新
房无需再自筹资金。

“省里已经明确，对自筹资金能力极
弱的特困户实施重点帮扶，甚至‘兜底’住
房保障。”吴向前说，龙坪村作为示范点，
于2015年9月启动建设，集中安置危房改
造户33户，既节约用地，又节约资金，彻底
解决贫困户出行、就医、养老等问题。

贫困户喜圆“安居梦”
我省今年农村危房改造开工9.95万户，竣工4.51万户

从“忧居”到“优居”
制图/张杨

� � � �一、先进集体（100个）

长沙市望城区
长沙县
长沙市岳麓区
浏阳市
长沙市开福区
长沙市城管局
长沙市公安消防支队
株洲县
株洲市天元区
株洲市水务局
湘潭县
湘潭市水务局
湘潭华银应急救援队
湘乡市壶天镇
衡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衡阳市广播电视台
衡阳市祁东县公安消防大队
常宁市新河镇
绥宁县
邵阳市水利局
新宁县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邵阳供电分公司
邵阳市矿山救护支队
邵阳县水利局
平江县
岳阳市屈原管理区
湘阴县岭北镇
临湘市水务局
岳阳市公安局
岳阳市水务局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岳阳供电分公司
张家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益阳市资阳区
桃江县水务局
沅江市水务局
南县麻河口镇
安化县东坪镇
益阳市高新区谢林港镇
益阳市水务局
益阳市国土资源局
常德市水利局
桃源县
汉寿县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常德市鼎城区牛鼻滩镇
娄底市水利局
娄底市娄星区花山街道
冷水江市水利局
涟源市桥头河镇
新化县水利局
郴州市水利局
永州市水利局
永州市冷水滩区杨家桥街道
永州市零陵区邮亭圩镇
祁阳县
东安县石期市镇
双牌县麻江镇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宁远县电力分公司

党支部
辰溪县
怀化市洪江区
怀化市水利局
溆浦县大江口镇

洪江市地方海事处
中方县铜鼎镇铜鼎村
沅陵县五强溪镇麻伊伏社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交通运输局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
泸溪县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湘西供电分公司
凤凰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泸溪县武溪镇
省民政厅救灾处
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
省气象台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省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总院
省委宣传部新闻处
省高速公路管理局
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应急

办公室
益阳军分区
长沙市望城区人武部
湖南省军区警卫勤务队
国防科技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学

员五旅
武警湖南省总队直属支队
武警湖南省总队长沙市支队
武警湖南省总队岳阳市支队平江县中队
武警湖南省总队益阳市支队
武警湖南省总队医院
湖南省公安消防总队

新华社湖南分社
中央电视台湖南记者站
湖南日报编辑部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
时刻新闻
湖南省工商联青年企业家商会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泰富重装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人人公益发展中心
湖南省海外联谊会

二、先进个人（302个）

李磊 周文君 肖盛辉 李新民 王润虎
姚建刚 沈裕谋 张灿辉 邓华 何佳建 卢军
伍仁华 陈文光 罗齐宏 朱帅 袁自力 陈效林
张锡兴 张作成 蒋爱兵 尹勇 廖嫦娥 曾欣
朱兆军 颜寿乐 李竑光 朱伟 唐伟其 谢玮
甘毅 刘兰芳 曾国旺 谭毓平 王永红 王文明
牛峰 黄建红 徐应龙 王红 曾佰龙 饶阳辉
何展 周正飞 贝拥军 曾建平 岳健 田国元
曹建成 肖翔鹰 陈德桥 刘仁秋 贺斌 郭国辉
颜小国 蒋向平 阳定生 宋爱林 赵力
李万千 肖拥军 蒋伟 刘军 唐承威 王世刚
佘群山 周玉光 向琼 孔祥宏 林昌艾 陈佳
刘韵东 邓璐 范银贵 林彰清 向钢 杨锋
陈彦任 张子进 熊炜 刘固华 陈徐恩 张昆
刘立辉 喻长建 申亚兰 彭克昌 吴海 徐教凡
汪灿 张水云 张文毅 张大宏 李石芳 何华光
李则平 庞域建 黄泽良 刘兵吾 刘元银
瞿海 彭建忠 陈静彬 李劲松 张志明 谢冬明
谢学渊 刘白玉 石科圣 袁建军 邹明 胡传玉
周述生 向新颜 贺孟华 吴军保 肖晓红

刘博文 李忠 黄勇 谌清平 刘文 阙志华
黄金陵 庞波 贺良贵 邓克祥 孙彬彬 高伟
何哲云 罗振军 吕建仙 黄远来 覃英俊
袁玉斌 何文君 邹红清 梁相林 吴晔 刘雄波
刘建斌 罗建湘 肖东海 刘健康 黄治红
许珍阳 谢利新 胡汉江 欧阳东 邓自良
贺辉 齐爱社 蒋良铁 李国旗 曾笠 陈建红
彭遥凝 唐新林 蒋建华 李源 周茂云 甘小玲
李峥嵘 陆辉华 吴化军 盘先明 潘忠华
文正足 段建华 陈志刚 彭国甫 陈章法 张鹏
王俊 胡金华 肖军 张军 谢开翰 赵杰 何圣青
向宏友 杨海滨 李春月 舒畅 陈宗军 蒋铭
李婷香 谢启江 曾祥培 李世萍 龙晓华
杜晓勇 彭图瑜 米红波 杨忠利 向显方
毛德昌 吴飞 张二平 文亮 熊志刚 吴举 朱亮
刘学书 张华 唐白玉 詹晓安 梁祖海 陈静静
刘燕龙 陈超强 周永强 宋荷花 戴志光
吴彦博 邹宇 陈卫 刘光宙 欧阳光辉 张文佳
袁巍 曾正德 吴运跃 曹达 欧阳青 刘桂文
尹乐平 刘功庆 李云星 田祥 赵军 严兴荣
李建国 李俊雄 彭森 盛全 臧观伟 姜开顺
邱志 马运动 徐伟华 王硕 周仁 贺辉 王如良
李松林 史超 吴军 唐康泉 陈海勇 罗龙国
宋炀 蒋代 张彪 罗金龙 宋鹏华 李军
龚泽安 胡家平 郑助峰 文彪 邓云生 王国强
饶培祥 崔建勋 李忠远 杨寅光 吴长胜
师春阳 彭琳 何明 熊湘平 宋小军 李凌凯
汪圣敏 周伟 侯琳良 周楠 傅蕾 赵喜 柳德新
唐俊 郭辉 刘学波 黄绘历 李浩 贺弘联
杨艳 王毅清 康勇忠 李慰 刘建强 释圣辉
海勇 叶锋 傅强 姚军良 夏志宏 谢子龙
喻应龙 李泉 胡国安 朱修林

� � � � 8月22日，凤凰古城景区碧水蓝天，连绵的群山与两岸的吊脚楼将千年的沱江河环抱，
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 刘伟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

接再厉，继续做坚定理想信念的模范、为人民

服务的模范，在今后的工作中取得更大成绩。
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人民要更加紧密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
六中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以抗洪救灾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为榜样，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全面做好

各项工作，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
新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