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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陵山脉，山莽莽，岭逶迤。大山的褶皱
里，沅水澧水跳荡其间。神奇的土地，生长着
纯情和美丽，演绎出独特气质，让它有了一个
特定的文化符号———湘西。

进入21世纪，湘西美丽依然，但她的大山
深处，却依然徘徊着贫困的千年阴影。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一行轻车
简从，奔驰在湘西的山路上。

这一天， 当总书记沿着蜿蜒曲折的山
路，来到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面对着这
个苗族贫困村落，面对着苗家人一双双渴望
的眼睛，他的心，与贫困群众紧紧地贴在一
起了。

这一天，湘西不少地方下了雨，云雾缭绕
着山头，让人看不清远处的风景。但这一天，
“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在十八洞村闪耀出来，
中国贫困乡村的脱贫之路怎么走， 如云开雾
散，变得清晰起来。

当“精准扶贫”的伟大实践，在中国贫困
地区全面展开；当一个向世界宣告的承诺，成
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 当4年即将过
去，中国贫困乡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此时
人们才意识到：风起十八洞。习近平总书记走
进这个小小的苗寨，是中国扶贫进程中，一个
必将载入史册的里程碑。

风起十八洞，中国扶贫的航船，由此开启
新的征程，有了新的方向，进入了“精准扶贫”
时代！

一、风起苗寨———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指明了方向，鼓舞起三湘儿女决战
决胜的信心

“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就是在
十八洞村。” ———习近平

9月中旬，记者走进十八洞村，秋日的阳
光里，群峰耸立，青山如洗，鸟儿在幽深峡谷

里飞翔着，泉水在山涧中不知疲倦地欢唱。
“就是在这里，习总书记与村民座谈时，

第一次提出了‘精准扶贫’战略思想。”在村民
施成富家，时任村代理主任(后任村党支部第
一书记)、现任双龙镇副镇长的施金通，激动地
为我们比划着。 他动手拿来小桌子和几张小
椅子，还原总书记座谈时的场景。

“我正式提出‘精准扶贫’就是在十八洞
村。”在2016年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
议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

时，对“精准扶贫”这一正在中国展开的伟大
实践的首倡地，进行了确认。

如今的十八洞村，贫穷的阴霾已经散去；
村民的笑脸，映照出美好的生活。

说起习近平总书记当年考察十八洞村
时，对村民和当地干部的嘱托，记者采访的每
一个村民，仍然激动不已。

那一天，村子里中午还下着大雨，负责当
“向导”的施金通非常着急，打着雨伞，不停地
在预定停车的地方，走着小圈子。

下午3点多，雨停了，太阳出来了。4点刚
过，习近平总书记笑容满面，健步走下车来。
施金通说，看到有两三部面包车进来，村里人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聚拢过来。那一刻，寨
子里静极了。

忽然， 人群中有人喊了一句：“习近平
总书记来看望大家了！”顿时，寨子里爆发出热
烈掌声。

顺着窄窄的石板路，总书记看望了被他称
作“大姐”的石拔专，并与她促膝谈心。总书记
表示，他这次到湘西来，主要是看望乡亲们，同
大家一起商量脱贫致富奔小康之策，看到一些
群众生活还很艰苦，感到责任重大。走到施成
富家，看到夫妻俩正站在门口，总书记深情地
一手牵着一个，往他们家里走，看他们住的房
间，揭开他们的谷仓，问他们的收入来源。

在施成富家的前坪，村民们围坐在习近平
总书记身旁，你一言我一语，气氛热烈。

总书记听大家讲困难、道实情。村民告诉
总书记，除了贫困，村里光棍汉多，娶不上媳
妇。总书记勉励村民们，大家要加油干，等穷
根斩断了，日子好过了，媳妇自然会娶进来。
一席话，说得村里人笑了起来。

就如何推进扶贫攻坚， 总书记作了重要
讲话。他指出，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
导、精准扶贫；要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
收想明白， 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
子；要根据群众意愿和基层实际，探索可复制
可推广的扶贫开发经验和模式； 要切实办好
农村义务教育， 让农村下一代掌握更多知识
和技能。

对于十八洞村如何脱贫致富， 总书记特
意嘱托当地干部， 不能因为他的到来搞特殊
化，但是，不能没有变化。就在会场前坪不远
处，山峰奇特险峻，幽谷深深。总书记为村里
人出主意，这里就是小张家界，大伙可以试着
搞旅游。

精准扶贫，风起十八洞。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指明了方向，鼓舞起三
湘儿女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信心。

精准扶贫，决战决胜，迅速形成波澜壮阔
的声势，回荡在三湘四水。

荩荩（下转2版①）

精准扶贫：风起十八洞 攻坚在湖南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系列述评之三

再接再厉 扎实工作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 � �习近平对脱贫攻坚工作
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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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奋进潇湘

� � � �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同村民座谈。（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张目 摄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 省委召开全省巡视巡察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强调，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贯彻王岐山、
赵乐际同志来湘调研指导和在巡察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要求，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和政治觉悟，把巡视利剑牢牢抓在手里，扛
牢压实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 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不断向纵深发展。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领
导小组组长傅奎通报了全省巡视巡察工作
情况，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巡视
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少峰主持会议。

杜家毫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巡视工作提升到前
所未有的高度，推进巡视实践、理论和制度
创新， 推动巡视强度、 力度和效果大幅提
升。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
视工作的重要论述， 深刻理解巡视是国之
利器、党之利器，坚持把巡视作为全面从严
治党的重大举措； 深刻理解巡视是党内监
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 坚持以巡视带动党

内监督和群众监督； 深刻理解巡视是政治
巡视的职责定位， 坚持把旗帜鲜明讲政治
贯穿巡视巡察工作始终。

“从新一届省委组织的两轮巡视看，巡
视工作还远没有到松下劲、歇口气的阶段。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巡视这把利剑必须
牢牢抓在手里、始终高高举起。”杜家毫强
调，要紧跟中央巡视工作步伐，确保我省巡
视巡察工作力度不减、 标准不降、 节奏不
变。要深化政治巡视，发挥政治“显微镜”
“探照灯”作用，以“四个意识”为政治标杆
检验被巡视党组织， 坚决纠正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不彻底不到位的问题，做到党中央
决定的坚决执行， 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
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要坚持问题导向，
以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紧盯
“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确保利剑高
悬、震慑常在。要用好巡视成果，既立足治标
拿出“当下改”的举措，又着眼治本完善“长久
立” 的机制。 要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
态”，加强线索处置，持续释放越往后执纪越
严的强烈信号，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
落实“全覆盖”要求，让巡视利剑威力深入到

每个党组织，实现党内监督无禁区、零容忍。
要抓好巡察工作， 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突出扶贫攻坚这个重点，着力发现
和惩治群众身边的“微腐败”，推动解决群众
反映最强烈、矛盾最突出的问题。

“巡视是省委的巡视，巡察是市县党委
的分内之责，这个定位必须要准、站位必须
要高。”杜家毫强调，巡视巡察要把履行管
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作为重点， 督促被巡
视巡察党组织全面落实主体责任， 发挥领
导干部“关键少数”作用，认真解决巡视反
馈问题，加大问责追责力度。要坚持抓铁有
痕、久久为功，驰而不息纠“四风”、改作风，
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新一届省委
出台的有关党风廉政建设方面的规定。要
加强巡视巡察干部队伍建设， 建立后备干
部参加巡视巡察工作的机制， 着力打造一
支过硬的巡视巡察队伍。 各级巡视巡察干
部要努力在发现问题中体现忠诚干净担
当，彰显“四个意识”。

省审计厅党组、岳阳市委、株洲市委巡
察工作领导小组、 省委第十巡视组主要负
责同志在会上作交流发言。

杜家毫在全省巡视巡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

发挥巡视巡察利剑作用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洞庭湖生
态经济区建设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
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为根本遵循，进
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拿出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动真碰硬、落实责任、分工协作，高度重视洞
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切实推进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和中央环保督察交办问题整改。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副省长
隋忠诚，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会议听取了省发改委、 省经信委、 省财政
厅、省国土厅、省环保厅、省交通厅等相关部门
的情况汇报，并围绕规划制定、环境治理、产业
转型、政策配套等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许达哲指出， 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事关国家粮
食安全和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水安全。要提
高认识，统一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思想的内涵， 认识到保护
好、治理好洞庭湖，是抓好长江大保护的应有
之义， 是湖南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是强化
“四个意识”的具体行动，真正让绿色成为洞

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发展的底色， 更加自觉
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许达哲强调，要统筹规划、多规合一。统
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各项工作和发展目
标，有针对性地出台专项规划，加快完善规划
体系步伐，进一步明确经济区建设的方向。要
以问题为导向、坚决整改。抓好中央环保督察
交办问题的整改， 把整改清单分解落实到各
监管部门、各个市州、各行业，明确整改时限、
要求和措施， 用好考核指挥棒、 明确奖惩措
施，将问题动真碰硬解决到位。要强化责任、
抓好落实。对照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全覆盖、县
区黑臭水体治理全覆盖、 养殖粪污处理全覆
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率提高等发展目标， 按照时限和任务要
求明确各市县属地管理责任、 职能部门监管
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要政策引导、加大投入。
拿出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 引导各级各部门整
合资源、加大投入，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要
高位推动、依法治理。开好洞庭湖生态经济区
建设和环境治理领导干部会议， 进一步凝聚
推动工作的强大合力，梳理完善相关法律、法
规，为经济区建设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 � � � 许达哲主持召开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
领导小组会议时强调

高度重视洞庭湖生态环境治理

� � � �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立三）党的
十八大以来，湖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为时代存照，为人民画像。日前，湖南日报
摄影记者行走三湘四水，对5年来湖南的发展变
化进行全景式“扫描”，反映湘江治理的美丽蝶
变，体现精准扶贫的掷地有声，见证立体交通的
快速便捷，折射追梦圆梦的奋斗足迹。

从今天开始，《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将连续推出《十八洞的19张笑脸》、《湘江北去
水清岸绿》、《立体交通快捷行》、《扶贫照亮小
康路》、《变化大 百姓福》系列摄影专题报道，
展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读者可扫描摄影
专版上的二维码，观看视频、图片，欣赏更多
精彩。 详见4、5版

十八洞的19张笑脸
《喜迎十九大 镜采新变化》系列报道今起推出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陈薇）今
天， 湖南省迎接党的十九大系列新闻发布
会第十三场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省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蒋祖烜在会上说， 党的

十八大以来， 湖南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在中
宣部统一部署和省委省政府领导下， 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
神，紧紧围绕“两个巩固”根本任务，坚持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求真务实、改革创
新，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开创了新局面。 荩荩（下转2版②）

新闻发布会内容详见6版

文化强省建设持续推进

� � � � “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精准扶贫；要把种什
么 、养什么 、从哪里
增收想明白，帮助乡
亲们寻找脱贫致富
的好路子。”

———习近平

湖南日报记者 李志林 柳德新 奉永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