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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姚丹） 记者今天从省水利厅获悉，《湖南
省2016年水利发展统计公报》日前发布。 一
年来，全省治水兴水高潮迭起，节水护水持
续加力，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水利支撑和保障。 截至2016年底，全省
饮水安全人口累计达3755万人，农村自来水
普及率约76.6%。

公报显示，2016年全省水利基本建设项
目1146个， 在建基本建设项目投资总规模

295.05亿元。 其中，防洪工程111.39亿元、灌
溉除涝工程78.01亿元、 水土保持及生态
40.39亿元、供水工程29.09亿元。

至2016年末， 全省已建成江河堤防
19770公里，累计达标堤防4234公里。 2016
年新增达标堤防131公里。 全省已建各类水
闸（含规模以下）34807座， 其中大型水闸
151座。 全省已建成各类水库14098座，水库
总库容514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45座，总
库容351亿立方米。

2016年，全省总用水量为330.36亿立方
米。 与2015年相比，农业用水量和工业用水
量分别下降0.15亿立方米和1.23亿立方米，
生活用水量和生态用水量分别增加0.52亿
立方米和0.10亿立方米。

� � � � 同心同德谋发展，群策群力促转型。
日前 ，全省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

升级补短板” 大型主题讨论活动已正式
启动（详见《湖南日报》10月9日一版），这
既是省委、省政府察民情、听民意 、集民
智、聚民力的一项重大举措，更是社会各
界有识之士、每位三湘儿女用“金点子 ”
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添砖加瓦的大好
时机。为此，湖南日报社决定，自即日起
至12月面向全社会征集讨论“金点子”。

所献“金点子”，请围绕贯彻发展新理
念，突出转型升级主题，聚焦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瞄准“五个强省”建设重大任务，
找问题、寻对策，提建议、出实招，抓重点、补
短板。务求言之有物，切忌泛泛而谈；毋须大
而全，只求短而新，每篇以不超过600字为
宜。《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华声在线等
湖南日报社旗下多家媒体将适时开设丰富
多彩的专栏、专版、专题，刊发“金点子”。来
稿请标注姓名、单位、职业、电话，湖南日报
专设邮箱hnrbllplb@163.com、新湖南
客户端专设邮箱xhndtlzg@163.com、
华声在线专设邮箱zxsj@voc.com.cn，
期待您的真知灼见。

用您“金点子”，助力新湖南
征稿启事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下午，我省迎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新闻宣
传工作动员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强调，要全力以赴、全心
投入，确保主题突出、基调鲜明，做到有声有
色有气势、出新出彩出精品，掀起学习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的新高潮。

蔡振红充分肯定今年以来我省围绕迎接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这条主线，在理论宣讲、
新闻报道、舆论引导、阵地管理等方面取得的
成绩。他强调，做好党的十九大新闻宣传和理
论宣讲工作， 是确保大会胜利召开的重要环
节，是推动大会精神贯彻落实的重要途径。要
强化政治自觉， 始终把讲政治的要求放在首

位，切实增强“四个意识”，全力以赴，全心投
入，极端负责地做好工作，确保圆满完成各项
任务。 要抓好统筹协调，强化“一盘棋”思想，
落实责任分工，细化实施方案，更好地统筹内
宣外宣、网上网下、前方后方，做到反应灵敏、
运转高效。要明确重点任务，精心组织大会报
道，深入开展主题宣传和配合报道，切实强化
安全管理， 尽快着手抓好集中宣讲和理论阐
释，做到主题突出、基调鲜明，有声有色有气
势、 出新出彩出精品。 要进一步强化政治要
求、 纪律要求和保密要求， 牢牢把握正确方
向，高标准、高效率地完成好各项任务。

会议通报了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新闻
宣传工作总体安排和相关方案。

我省召开迎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
新闻宣传工作动员会

蔡振红要求，全力以赴、全心投入，确保圆满完成各项任务

湖南发布2016年水利发展统计公报

全省农村自来水普及率约76.6%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 （记者 王曦）10月
10日至11日，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
春深入邵阳市， 督导党的十九大维稳信访安
保反恐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政法干警，并与邵
阳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座谈。

黄关春一行先后来到邵阳市公安局、北
塔区田江街道、邵阳汽车北站、邵东县两市塘

街道峦兴村、邵东县公安局、双清区公安分局
鸡笼派出所等基层单位检查安全保卫、 联勤
联动、信访维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工作。
得知邵阳市形成“一村一辅警”制度化、常态
化机制，提升了基层治安防控能力，黄关春要
求进一步健全完善，更好地发挥实效。

黄关春对邵阳市当前特别是党的十九

大维稳安保工作给予了肯定。 他强调，为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安全稳定的政治、社
会环境， 是当前全省各级各部门的头等大
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精神，落细落实保安全、护稳定、促和谐的各
项工作，坚持问题导向，突出抓好重点人员
教育防控、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公共安全风
险防控等工作， 全力将矛盾问题解决在当
地、化解在前端。 要认真落实属地责任和主
管责任，创新方式方法，加强统筹协调，加强
舆情引导，加强督查问责，确保各项措施落
实见效。 要狠抓政法维稳信访部门内部管
理，强化工作纪律，确保不发生任何问题。

黄关春在邵阳督导维稳工作并强调

从严从实从细
打赢十九大维稳安保这场硬仗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
天， 安化县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工作推
进会召开，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
出席并讲话。

会议认真查摆前阶段安化县脱贫攻坚工
作存在的问题， 全面梳理并提出了具体问题
清单，深入分析了问题症结和原因，并提出针
对性整改意见。

黄兰香指出， 今年以来安化县脱贫攻坚工
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进度进一步加快、成效进一
步明显。她强调，要鼓足干劲，切实增强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信心和决心，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政治
定力和工作韧劲， 克服畏难情绪和急躁心态，蹄
疾步稳做好各项脱贫攻坚工作。 要精准发力，把

脱贫攻坚各项举措落细落小落实， 把握标准、突
出重点、聚焦问题、防范风险、加大宣传、压实责
任，从实际出发，下足“绣花功夫”，老老实实查找
剖析问题，用心用情找准问题“钥匙”，深入宣传
自立自强的典型事迹，做好思想引导工作。 要抓
好督查，强力推进脱贫攻坚各项任务落实，用好
督查成果，对于发现的优秀典型经验要加强推介
宣传，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时梳理交办、督促整
改，实时开展“回头看”，对于整改不力的，要严肃
追责，切实推动中央和省委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落
地生根。

10日下午，黄兰香还率队深入安化县龙
塘乡陶贺冲、 家乐等村就脱贫攻坚开展现场
督查和走访。

精准发力
推动脱贫攻坚各项举措落细落实

黄兰香在安化开展脱贫攻坚常态化联点督查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苏莉 王亮）今
天上午，2017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环洞庭湖站在长沙开幕并发车。 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红宣布比赛开幕。 102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车手将在未来5天的赛事
里展开较量。

本次参赛车辆分为纯电动和插电混合
动力。 作为一项新能源汽车赛， 本次比赛

也是一个宣传环保意识、 展示新能源汽车
产业发展成果的流动大舞台。 首日经过数
小时的竞争， 车手陆续抵达益阳， 19号车
的田小童、 杨帅获得首个赛段定速项目的
第一名。 本次环洞庭湖站全程500公里，长
沙发车，途经益阳、常德、益阳南县，最终到
达岳阳，项目设定速赛、加速赛、障碍赛三个
项目。

大赛由省政府、 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
联合会主办。

中国新能源汽车拉力锦标赛
环洞庭湖站长沙启动

蔡振红宣布比赛开幕

� � � � 湖南日报10月11日讯（记者 邓晶琎）今
天，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向群赴邵阳市城
步苗族自治县调研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工
作。

南山国家公园是我国10个国家公园体
制试点之一，整合了南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两江峡谷国家森林公园、 金童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白云湖国家湿地公园等4个景区。

在十万古田湿地保育区、南山牧场、南山
电商服务站、南山牧业有限公司，陈向群详细
了解了景区基础设施规划、 旅游收入和企业
发展等情况。

陈向群指出，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是党中
央、国务院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对

于保护自然资源的原始性、自然性、完整性具
有重要意义， 对于邵阳市乃至全省发展是重
大机遇，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快试点步
伐。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 认真研究
落实中央关于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总体部
署，进一步明确我省试点的路径，确保圆满完
成各项任务。要创新理念，坚持保护为先、管理
为重，加强顶层设计、统筹保护与发展。要准确
定位，进一步明确国家公园建设的定位、职责、
任务，对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 要高起
点推进，区分轻重缓急，对四个景区分门别类
编制详规和交通等专项规划。 要创新体制机
制和管理手段，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陈向群在邵阳调研南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时强调

坚持保护为先、管理为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