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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国里尽朝晖·益阳篇

益阳是传统农业大市， 也是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全省目前唯一的现代农业改革试验
市。近年来，该市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现代农业加速崛起，
显示出强大生命力，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市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增速连续5年居全省第一。

作为全省现代农业发展的“排头兵”和农村改革的“试验田”，益阳市以创新开放理念
先行先试，创造了“互联网+农业”的“益阳模式”、绿色农产品供给的“益阳特色”、农业社
会化服务的“益阳路径”和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益阳经验”。

见4版、5版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早
上，石长铁路动车首发式在长沙举行。随着省
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宣布石长线动车全线
开通，D7578次动车从长沙火车站向石门县北
站驶出，正式开启了常德和益阳两市的“动车
时代”。

副省长张剑飞致辞， 广铁集团董事长武
勇出席，省政府秘书长王群主持。

张剑飞在致辞中说， 石长线开行动车是
落实省政府工作报告“每个市州通高铁”目标
的重要举措，对于有效缓解长沙至益阳、常德
高峰时段客流紧张，提升铁路客运品质，改善
出行服务意义重大。 希望铁路部门继续抓好
动车运输组织，落实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动车
顺利准点运行。 全省各级各有关部门特别是
长益常三市要继续为动车开行创造良好环

境，巩固沿线风险隐患排查及整治成效，确保
列车运行安全。

按照铁路部门9月21日开始实施的新列
车运行图安排，石长铁路每天将开行8对动车
组列车，其中长沙至石门县北站间开行5对动
车，长沙至常德间开行3对动车。运行时间上，
石门县北站到长沙的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
缩短到2小时45分钟，常德到长沙的时间将压
缩到2小时以内，益阳到长沙的时间将压缩到
1小时以内。未来，黔张常铁路建成以后，石长
线上的动车组还可以延长开行至张家界，拉
通湖南西北部的高速通道， 日均发送旅客量
有望上升至1.2万人次左右。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冒蕞）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60周年大庆之际，20日
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保靖县调研慰问。他强调，以
60周年州庆为新的起点， 开辟新征程，实
现新跨越， 更好地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调研慰问。
湖南新中合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专业

从事光通讯网络核心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已建成生产线33条，产品广泛应用于宽带
中国、智慧城市、光纤到户、三网融合、节能
环保新材料等领域。来到企业，许达哲一边
参观企业生产车间， 一边细细询问企业生
产运营、市场销售、产学研合作等情况。了
解到企业负责人是回乡创业的海归博士，
许达哲鼓励他，坚持市场为导向，提高创新
能力，力争使企业产品完全替代进口、把企
业做得更大，为家乡发展作出新贡献。

许达哲随后来到迁陵镇， 考察桐木棋
肖家堡保障房项目，该项目自2012年开建
以来， 共建设保障性住房45栋3178套，目
前已经全部分配到户。许达哲叮嘱省、州、
县负责人，共同落实好中央支持政策，切实
解决好群众住房问题， 并抓好项目周边的
教育、医疗、市政等配套设施建设，更好地

满足老百姓的需求。搬进来多久了？孩子在
哪里上学？平时在哪里做事、收入多少、开
销够不够？ 许达哲还来到保障房住户彭世
元的家中走访慰问，和两口子拉起家常，并
请他们代他向左邻右舍问好， 希望大家的
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迁陵镇四方城村总支部委员会，
许达哲看望慰问少数民族村干部，向村支
书、村主任、村计生专干等了解了村里脱贫
攻坚、社会管理等情况。“我曾经下乡插队，
知道村里工作的辛苦。”许达哲说，六十年
一甲子，自治州建州60年来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 凝结了广大基层干部的辛勤劳
动和汗水。60周年州庆之际， 希望大家立
足新的起点， 发挥好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
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 把村里的事
情办公平、办到位，把群众团结好、服务好，
带着大家一起向全面小康迈进。

许达哲还来到湖南轩华锌业有限公
司考察，许达哲参观了制酸车间、生产流
程监控室等，仔细询问了企业污染排放、
安全保障等方面的情况， 并向企业职工
致以问候。得知企业目前发展势头良好、
产品供不应求， 许达哲要求企业负责人
落实好企业的安全生产和环保主体责
任，加快发展步伐，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和财税贡献。

立足新起点实现新跨越
许达哲赴保靖调研慰问

石长铁路动车首发
许达哲宣布全线开通

9月21日上午8时
15分， 石长铁路首列
动车驶过长沙市月亮
岛湘江大桥。当天，石
长线动车全线开通，
D7578次动车从长沙
火车站向石门北站驶
去， 开启了常德和益
阳两市的“动车时代”。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曹娴 通
讯员 黄亮斌）今天，湖南省迎接党的十九
大系列新闻发布会第六场新闻发布会在
长沙举行。省环保厅党组书记、厅长王一鸥
发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和环境保护的成就。

党的十八大以来， 省委、省
政府坚决按照中央“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 ”战略布
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五大

发展理念”，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坚持保护优先、绿色发展，着力建
设生态强省，并把生态强省纳入“五个强
省”战略目标。

荩荩（下转14版②）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下午，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在长沙会
见了由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议员、议会外
事委员会副主席普施梅斯瓦夫·柴莱耐
斯克率领的第四批波兰青年政治家代
表团。

李微微对波兰青年政治家代表团的
到来表示欢迎，并愉快地回忆了今年5月
出访波兰时的情景。她说，加强湖南与波
兰两地青年交流交往，加深相互了解，增
进彼此感情， 共同把两地交流合作推向
前进，意义十分重大。希望两地进一步加
强各层次互访， 特别是加强两地青年之

间的交流互访； 不断拓展两地文化交流
方式，丰富内容、增加频率；进一步深化
经贸合作，加快波兰中国（湖南）工业产
能合作园项目建设。

“到了长沙，感觉很美好。”普施梅斯瓦
夫·柴莱耐斯克表示, 中国中东欧“16+1”
组织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两国地方的交
流与合作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既要进一
步加强政府间的交流， 也要加大人民间
的交流。 代表团将为两地之间的交流合
作作出实质性努力。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梁建全，省
政协秘书长卿渐伟参加会见。

李微微会见波兰客人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周仁）今天，省军区在常德市召开
全省民兵开展“学习宣讲系列讲话活动”工
作推进会， 推动习近平主席系列重要讲话
大众化普及化， 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

武装民兵和群众， 引导民兵充分发挥在巩
固基层政权、贯彻强军思想中的重要作用，
凝聚迎接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强大意
志力量。省军区领导黄跃进、冯毅、刘建新、
许凤元出席。 荩荩（下转14版①）

全省民兵开展
“学习宣讲系列讲话活动”工作推进会召开

水更清 天更蓝 地更绿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 贺佳）9月20日
下午， 率省祝贺团出席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的省委书记、 省人大
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深入花垣县十八洞村、凤
凰县雄龙村看望慰问少数民族群众， 调研脱
贫攻坚工作。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建辉参加看望
慰问和调研活动。

杜家毫一行从吉首市出发， 驱车前往十
八洞村。一路行进，原本“晴天一身土、雨天一
身泥”的通村便道，已被宽敞整洁的沥青公路
所取代，过去需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如今仅
需40多分钟。

这已是杜家毫第三次到访十八洞村。
2013年11月3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视
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
十八洞村全村上下在各级党委、 政府的支持
下，立下愚公志、撸起袖子干，人均纯收入由
2013年的1688元增加到2016年的8313元，全
村136户533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走在村里青灰色的石板路上， 杜家毫认
真查看村容村貌， 细细感受这几年村里的发
展变化。“农家乐”、电商便民服务站、村镇银
行服务点等一一映入眼帘， 不少村民还主动

上前打起了招呼， 每个人脸上洋溢着灿烂的
笑容。杜家毫感慨地说，这些年村里最大的变
化，不是路修得更好了、房子建得更漂亮了，
而是全村老百姓的精气神有了极大的转变和
提升，这种脱胎换骨的精神状态，就是脱贫攻
坚最强大的内生动力。

来到被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称作“大姐”的
石爬专家里，杜家毫紧紧拉着石大姐的手，把
屋里屋外打量个透。 原本四壁黝黑的木屋变
得敞亮，凹凸不平的地面已平整为水泥地，新
添的液晶电视安放在木墙上。 石爬专告诉省
委书记，自己现在是村里旅游合作社的社员，
除了日常收入，每年还有旅游收入分红，日子
比以前好多了。杜家毫祝愿老人身体健康，全
家日子越过越红火。

在湘西长行村镇银行花垣十八洞服务
点，杜家毫详细了解贫困户小额信贷等情况。
他指出，要大力引导金融机构扎根基层、服务
村民，积极探索在村里设金融服务点的路子，
着力打通乡到村、村到户的农村金融服务“最
后一公里”， 更加方便群众办理相关金融业
务。

依托当地丰富的山泉水， 步步高集团投
资的精准扶贫项目———十八洞山泉水厂即将

于下个月建成投产。杜家毫给予充分肯定，他
叮嘱企业负责人， 不仅要帮助村民解决就业
问题， 还要将部分收益作为品牌使用费向村
集体分成，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让老百姓
加快富起来。

此行，杜家毫还来到凤凰县雄龙村，看望
慰问了村民龙云寿。每到一处，杜家毫都叮嘱
当地村支书， 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把国家政策、市场力
量、 社会支持与调动老百姓积极性更好地结
合起来，着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领老
百姓增收致富奔小康。要通过“一事一议”等
方式， 改善提升村容村貌， 充分展现民族特
色。要高度重视农村大龄男青年“脱单”问题，
通过就业安置等措施，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安
居乐业。

杜家毫强调，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思想的策源地， 自治州
在盛名之下，更要不负众望。要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建州60周年为新起点，用
心用脑用情推进精准脱贫， 加快民族地区改
革发展，决不让一个贫困村、贫困家庭、贫困
群众在小康路上掉队， 让各族同胞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

“祝愿各族同胞日子越过越红火”
杜家毫在自治州看望慰问少数民族群众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蒙志军

吏治清明，才能政治清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的领导， 全面推进从严
治党，持续整肃吏治，净化政治生态，党内政
治生活气象更新，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党心民
心为之一振。

从严治党，重在从严管理干部。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以来， 新一届省委自觉对标看齐党
中央，始终把从严治党作为坚强保障，担负起
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坚持全面从严，层层传
导压力， 推动形成从严从实管理监督干部新

常态， 努力营造出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
和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

奋斗在当代的湖南共产党人身体力行，不
断诠释着“从严管理监督干部”的丰富内涵。

对标看齐党中央 ，始终把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作为
“航向标”

“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
关键是从严治吏。”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的
论述，饱含着忧党意识、兴党责任，体现着管
党方略、治党要求，也深刻阐明了干部管理监

督工作的责任所系、方位所在。
党内监督缺位，必然导致党的领导弱化、

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只有坚持
不懈强化干部管理监督， 才能永葆党的肌体
健康、充满生机。湖南省委对此认识深刻、感
悟至深。

湖南省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
当， 始终把从严管理监督干部作为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内容， 把中央从
严管理监督干部的新部署新要求转化为全面
抓好落实的具体行动， 从顶层构建起正风肃
纪、风清气正的崭新格局。 荩荩（下转13版）

湖南日报9月21日讯（记者 王文隆 通讯
员 林湘国）“小区更宜居了！”如今，浏阳市集

里街道神仙坳社区宜和家园小区的居民周波
每天晚饭后都要在院子里散散步。 今年提质

改造后，这个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原本坑洼
的水泥路变成靓丽的柏油路，60多棵绿化树
给小区带来浓浓绿意。他感慨，这是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带来的“福利”。

荩荩（下转14版③）

拧紧从严螺丝 推动吏治清明
———湖南省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工作系列报道之一

浏阳冲刺全国文明城市

老挝为什么在湖南设立总领事馆

打赢脱贫攻坚战， 文学不能缺席

“双一流”如何选出，意味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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