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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申福春 杨贵新

隆回县荷香桥镇新民村天龙坳，5年前还
是一片荒凉的“石头山”，如今漫山遍野都是
郁郁葱葱的柏木。

当地村民阳小勇回忆， 在天龙坳村道上
骑摩托车，过去如同进了沙漠，尘土满面；现
在就算是夏天也比较凉爽，一路柏香扑鼻。

天龙坳的变化， 是隆回几十年如一日大
力绿化荒山的一个缩影。

隆回总面积为430万亩， 却有将近120万
亩“石头山”———石灰岩丘陵山岗，其中岩石
裸露30%以上的重度石漠达50万亩。 许多石
漠化地区，像当年的天龙坳一样，稍微遇到干
旱，连杂草都不长，成为不毛之地，被戏称为
“火焰山”。

有专家曾断言： 石漠根本无法绿化，“重
灾区”必须实行生态移民。

隆回没有被吓倒。县林业部门派出专家，
历经上百次对比试验，从50多个树种中，筛选
出柏木这一适宜在石漠中栽培的树种， 并摸

索出定点放样、大穴整地、换土栽植、挑水保
湿等特殊栽培技术，在全县大力推广。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县委、县政府带领全
县人民，立下愚公志，一届接着一届造、一年
接着一年干， 把35万亩石漠神奇地改造成生
机勃勃的绿色林海。

县林业局局长张伯赞介绍，30多年来，全
县在石漠化地区共营造柏木等生态林1.5亿株，
目前的活立木蓄积量达到100多万立方米，石
漠化地区森林覆盖率从26.2%上升到54.2%。

荩荩（下转3版②）

———绿水青山新湖南

隆回：荒凉石漠变身绿色林海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周飞雄 柳兰波） 9月8日， 省财政厅首次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2017年第一批湖
南省政府专项债券。财富证券、中德证券、申
万宏源证券等16家券商类金融机构首次作为
承销团成员参与债券发行。

本次发行债券全部为置换债券， 发行总
量330亿元，其中5年期债券160亿元，投标倍

数3.02倍， 发行利率3.92%；7年期债券170亿
元，投标倍数2.63倍，发行利率4.06%。

除原有银行类承销商外，财富证券、中德
证券、 申万宏源证券等16家券商类金融机构
首次作为湖南省政府债券承销团成员参与本
次债券发行。 本次券商类承销商投标总量达
402.8亿元，占投标总量的43.29%；中标8.7亿
元，占发行规模的2.64%，发行结果超过预期。

长沙推出万余套
定向限价商品房

供应对象为中等偏下收入家庭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王文）长沙

市住房保障服务局今天向记者证实， 长沙
市日前正式面向中等偏下收入家庭推出定
向限价商品住房，首批已（拟）开工20个项
目，建设11682套，预计其中2702套住房年
内即可上市供应。 荩荩（下转3版③）

党的十八大以来， 发生在长沙这片
神奇热土上的巨变眼花缭乱, 令人鼓舞。
综合实力一年一个台阶， 经济总量迈向
万亿元大关；城市宜居宜业、精致精美 ；
乡村面貌一新、美丽如画；地铁 、磁浮快
线通车，机场双跑道启用，中部最大的高

铁枢纽形成……如今， 长沙正朝着创建
国家中心城市和实现基本现代化的宏伟
目标迈进。而创新始终是长沙实现跨越式
发展的法宝，是这座“品质之城”“幸福之
都”的个性与灵魂，更是长沙走向未来再
创辉煌的遵循。 详见4、5版

【编者按】
党的十八大以来，省委、省政府带领

全省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全
省各地百舸争流、奋楫争先，从洞庭之滨
到南岭北麓， 从雪峰腹地到罗霄山巅，事

业在接力奋斗中发展，梦想在不懈努力中
绽放。五年砥砺奋进，五年踏石留印。五年
历程极不平凡，五年成就鼓舞人心。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从今天起，湖
南日报推出“砥砺奋进的五年———芙蓉国
里尽朝晖”市州成就大型系列报道，以期
鼓舞人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以优异成
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蒋素珍）今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
召开党组会议， 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印发《被巡视党组织配合中央巡视
工作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规定》）；听取
了省人大机关党组关于落实省委巡视组巡
视整改情况汇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韩永文
主持会议，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莲玉、李友志、
陈君文、王柯敏，党组成员、秘书长彭宪法
出席会议。全体机关党组成员列席会议。

韩永文强调，要充分认识贯彻执行《规
定》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各级党组织和党
员领导干部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要强化
政治担当， 自觉把接受巡视监督与落实全
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结合起来， 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决策部署上来， 切实
增强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要准确把握《规
定》新精神新要求，在思想认识、责任要求、
方法措施上跟上中央要求， 从严从实推进
巡视整改工作。

荩荩（下转3版①）

杜家毫主持召开全省市州委书记视频会议强调

精细精准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乌兰出席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第二十二届
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
11日上午在北京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
来贺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 检察官作为公共利益的
代表，肩负着重要责任。本届国际检察官联
合会年会以“为公益服务的检察”为主题，
围绕建设平安、公正、和谐的法治社会，深
入探讨检察官保护公益问题， 对推动各国
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强调，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面
依法治国，持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努力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 中国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
督机关，承担惩治和预防犯罪、对诉讼活动
进行监督等职责， 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
公共利益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在发挥检
察官公益保护作用、 推进法治建设中积累
了不少经验， 也愿积极借鉴世界有关法治
文明成果。 希望各国检察官以本届会议为
契机， 分享保护公益、 推动法治建设的经
验，深化司法合作交流，共同为促进人类和
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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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年会
暨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习近平致信祝贺

许达哲在永州调研脱贫攻坚时强调

不断提升发展的质量效益
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 � � � 9月11日，夕阳下的花垣县麻栗场镇尖岩山，金黄田野上，包茂高速如长虹飞卧，远处群山蜿蜒起伏，美不胜收。
龙恩泽 摄苗岭秋色

2017年中国500强企业名单
■对接500强提升产业链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

芙蓉国里尽朝晖·长沙篇

详见6、7版

湖南省政府债券首次在上交所发行
发行总量330亿元

距2017中国湖南（第八届）
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吉首开幕

还有 天7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冒蕞）9月
9日至11日，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
永州市，深入宁远县、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
县、道县、新田县、双牌县、祁阳县等地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根本遵循， 把抓好发
展这个第一要务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
断提升发展质量效益， 以更加优异的成绩
向党和人民交上满意答卷。

副省长隋忠诚，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
加调研。

9日， 许达哲首先前往位于宁远县工
业园的华荣鞋业，了解劳务协作扶贫情况，
并来到湾井镇、水市镇，分别考察了下灌村
旅游扶贫项目和中联万亩油茶特色种植
扶贫项目。在江华，许达哲考察了九恒数码
和涔天河水库扩建工程后， 来到涔天河库
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了解安置情况，并
走访了设在安置点的涔天河小学。 教师节
将至， 许达哲同周末在校值守的教师们亲
切交流， 并向全省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
福，他说，教育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
要举措，只有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学习知识、
掌握技能、成人成才，才能从根本上斩断贫
困代际传递， 希望全省广大教师把这份重
任担当好， 为脱贫攻坚工作和人才培养事
业多作贡献。

10日，许达哲来到江永县，在社会扶
贫网管理中心、 电商街等地了解电子商务
社会扶贫网项目的运营情况， 前往潇浦镇
凉伞树夏橙基地、 兰溪瑶族乡勾蓝瑶寨考

察产业扶贫成效。 许达哲随后前往道县祥
霖铺镇两河口村， 走访了网格管理便民服
务中心、金融扶贫服务站等地，检查了贫困
户建档立卡、 驻村帮扶及脱贫政策落实情
况。在新田县，许达哲考察了吉星家居和龙
泉镇东升村东升农场蔬菜基地。夜幕降临，
许达哲连夜赶到龙泉镇双溪岭村贫困户周
建国家中走访慰问，详细了解收入来源、帮
扶举措等情况， 询问生产生活上还有哪些
困难， 鼓励他通过勤劳致富过上更美好的
日子。

11日， 许达哲考察了双牌县双牌电站、
麻江镇廖家村、茶林镇桐子坳村等地，随后
来到祁阳县茅竹镇三家村，了解救灾补损和
灾后重建、产业发展情况。在祁阳，许达哲还
走访了千山药机、金浩茶油等企业。

9日晚上， 许达哲与永州市县两级相
关负责同志座谈。他强调，永州要突出打好
脱贫攻坚战这个重点， 通过发挥各级党组
织特别是基层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围绕“三
率一度”下足绣花功夫，切实保障和改善民
生。要坚守环境治理这条底线，以绿色为发
展的底色， 走好富有特色的生态文明发展
路子，让生态资源转化为促进脱贫攻坚的
强大动力。 要加快壮大实体经济这个主
体，以重点项目、重点企业、重点园区为
载体，以承接产业转移为突破口，推动经
济转型升级。要筑牢安全稳定这个基石，
以国务院督查为契机， 进一步提升工作
水平，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
定的社会环境。

� � � � 湖南日报9月11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
主持召开全省市州委书记视频会议， 就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保持经济社会平稳
健康发展、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推
进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26”
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精细精准、扎扎实实做好当前各项工作，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省领导乌兰、胡衡华、谢建辉出席。
“当今时代，网络安全无时不有，信息化

工作无处不在。 我们今天通过视频连线部署
相关工作， 就是要充分利用互联网和信息化
手段，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会议伊始，杜家毫
以新搭建的这套视频系统为例， 叮嘱各市州
委书记走进互联网，拥抱大数据，高度重视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不断提高知网、学网、
用网、治网、管网的能力和水平。他强调，要坚
持党委领导、统筹各方，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

态工作主动权，确保守住网络安全底线，不断
完善网络信息基础设施，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
和互联网产业，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着
力消除“信息孤岛”，更好地依托网络信息技
术补短板、堵漏洞、促改革，不断提升工作科
学化、精准化水平。

杜家毫说，当前，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的主抓手、任务书、施工图和责任清单都
已明确，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持以新发展理念
为指导， 对照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的四
个方面创新、 五大开放行动和“芙蓉人才计
划”，把工作聚焦到产业项目、深化改革和发
挥各类人才的作用上来，分解成可落实、可检
查、可考核的阶段性任务，确保各项工作落实
落地。

杜家毫强调，要突出重点、扎实工作，确
保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保持定力，坚定不
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不断提高财政收
入质量，千方百计稳增长。坚持从实际出发，
狠抓责任落实，力戒形式主义，用心用脑推进

精准扶贫。深入推进环保督察问题整改，坚决
斩断环保问题背后的作风问题、腐败问题。牢
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
债行为，着力整治金融乱象，切实防范化解金
融和债务风险。 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切实维护社会安全
稳定， 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
的社会环境。

杜家毫指出，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将
于明年初换届， 要充分运用去年省级党委换
届和市县乡领导班子同步换届的成功经验，
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从严从实抓换届贯彻始
终，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各级党委（党组）特别
是领导干部要提高党性觉悟，保持政治定力，
顾大局、守纪律，以良好精神状态，全身心地
投入到工作中去。

杜家毫最后强调，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严格贯彻
执行党内请示报告制度， 确保中央和省委政
令畅通。

———芙蓉国里尽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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