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龙文泱）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发布了第一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简
称“目录”），全国共有383个传统工艺项目
入选。湖南有14个项目入选。

这14个项目及分布地区分别是，纺染织
绣类：湘绣（长沙市）、花瑶挑花（隆回县、溆
浦县）、苗族挑花（泸溪县）、蓝印花布印染技
艺（凤凰县、邵阳县）、土家族织锦技艺（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侗锦织造技艺（通道侗
族自治县）；服饰制作类：苗族服饰制作技艺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编织扎制类：益
阳小郁竹艺（益阳市）；雕刻塑造类：菊花石
雕（长沙市、浏阳市）、宝庆竹刻（邵阳市）；家
具建筑类： 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永顺
县）；剪纸刻绘类：踏虎凿花制作技艺（泸溪

县）、滩头木版年画绘制技艺（隆回县）；陶瓷
烧造类：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醴陵市）。

此次公布的目录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为基础， 重点选取了
具备一定传承基础和发展前景、 传承人群
较多、有助于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形成了国
家或地方品牌的传统工艺项目。同时，适当
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
区等地区，能够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就
业的项目倾斜。

下一步， 文化和旅游部将会同工业和
信息化部、财政部，以该目录为抓手，加大
对列入项目， 尤其是贫困地区项目的扶持
力度；同时，督促各地对列入项目制定振兴
方案，落实振兴措施，以列入项目为重点，
探索形成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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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次上合组织成员国最高法院院长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会见奥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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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阿曼苏丹互致贺电
宣布建立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暨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来到韶山
市参加韶山村党委组织生活会， 并为基层
党员讲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他勉励广大党
员同志，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这条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孜孜
以求、 不断探索的中国道路毫不动摇地坚
持下去， 把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终身为
之奋斗的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
福的伟大理想毫不动摇地坚持下去。

韶山村现有45个村民小组共1355户，
村党委下设6个支部， 共有233名党员。
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韶山村亲自创建的
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韶山
特别支部，便是韶山村党委的前身。组织生
活会上， 杜家毫认真听取韶山村党建工作
情况汇报， 充分肯定近年来村里各项工作
取得的成绩，并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这一主题为大家讲党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党的十九大
报告开宗明义提出的鲜明主题。 对于韶山
的党员同志， 这八个字尤其具有特殊而重
要的意义。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全国四面八
方的人们到韶山来瞻仰、来寻根？因为韶山
就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的精神家园。”
杜家毫从历史、理论、实践三个维度，深刻
阐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是我们党与生俱
来的红色基因， 是党的指导思想的根本体
现，具有鲜明的时代指向。他说，我们党从
苦难走向辉煌， 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跨越，就源于初

心不改、奋斗不息。过去闹革命、搞建设，靠
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指引； 如今进入新
时代，把握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要深学笃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
们永远不能忘了湖南这一片红色的土地，
不能忘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 要干什么这
个根本问题，准确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新的时代内涵，努力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要传承
和发扬好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按照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作出的“一带一部”“三个着
力”“守护好一江碧水” 等重要指示要求和
党的十九大部署，着力打好三大攻坚战，扎
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
福新湖南。

“韶山村党委一路走来，就是我们党加
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具体见证和生动实
践， 充分证明抓基层强基础是我们党不断
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法宝。”杜家毫通过
发生在大家身边的生动事例和可喜变化，
阐释基层党组织的重要作用。他强调，要一
以贯之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以党的政治建
设为统领，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为抓手，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始终坚持
全面从严治党， 努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
更加坚强有力， 更好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韶山期间， 杜家毫一行还考察了银
田村陈家塘美丽屋场、 银田现代农业综合
示范园， 参观了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历史陈
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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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贺佳 ）今天
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全国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工作会议和贯彻落实《中
央巡视工作规划 (2018—2022年 )》推进会精
神，审议省委有关文件，研究部署安全生产、
建立健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长效机制
和有关巡视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
并讲话。

会议指出，当前，正值湖南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时期，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
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结合打好精准脱
贫攻坚战、污染防治攻坚战，把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抓紧抓
好。 要紧盯重点任务， 统筹抓好村容村貌提
升、垃圾和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业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等工作。 要认真学习借鉴省内外
的好经验好做法，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坚持规
划引领、因地制宜，在农村危房改造、空心房
整治、易地搬迁扶贫、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方
面整合资源力量、创新方式方法、形成强大合
力。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采取以奖代补

等方式鼓励和引导农民参与项目规划、 建设
和管理，制定村规民约，培育文明乡风，使创
造优美生活环境、 践行文明生活方式成为广
大农民内在要求和行动自觉。

会议听取了关于学习贯彻《地方党政领
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的情况汇报。会
议强调，安全生产一刻也不能松懈。要认真抓
好《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
的学习贯彻，将之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学习和领导干部培训，推动形成“学
规定用规定、大抓安全生产”的浓厚氛围，不
断提高各级依法治安的能力水平。 要严格落
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结合我省实际，加快制定
完善实施细则、责任清单等配套措施，引导督
促各级领导干部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
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要从严抓好安全生产
监管执法，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安全
隐患排查， 从严惩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活动
和失职渎职行为，坚决实现“三下降一杜绝”
目标。

会议要求，省委常委同志要以身作则、以

上率下，聚焦打好三大攻坚战这一主题，采取
“四不两直”等形式，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
研究，面对面倾听群众呼声，重点办好三大攻
坚战领域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信访件，
着力建立健全深入基层一线调研、 解决群众
反映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更好地践行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
血肉联系，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会议审议通过 《省委巡视工作规划
(2018—2021)》。会议强调，要将省委巡视工作
的聚焦点和着力点进一步统一到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核心地位、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
一领导上来，坚持政治巡视职能定位，强化全
面从严治党政治担当， 更好发挥巡视的政治
监督、政治导向作用。要学习借鉴中央第八巡
视组聚焦群众反映突出问题、 坚持边巡边改
等做法，不断提高巡视巡察工作质量和水平。
各地要结合实际， 抓紧制定或修改完善本地
区本单位巡察工作规划， 推动巡察工作向基
层党组织延伸，实现高质量全覆盖。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通讯员 姜杨敏
黎姣 记者 周月桂）由中车株洲所旗下时代
新材与上海电气共同研制的第一支72米海

陆两用风力发电叶片———S72，近日在株洲
动力谷下线，这是我国自主研发设计的首款
海陆两用风电叶片。 荩荩（下转2版）

� � � � 5月25日，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测试S72叶片电阻。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李泰卢 摄影报道

国内首款海陆两用风电叶片下线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 （记者 刘勇 ）今天
下午，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传达许达哲
省长、隋忠诚副省长的重要批示，研究部署当
前强降雨防范工作。

据省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月25日至27日，
我省将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西部和东北部

降水量大，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对流天气。

会商会要求，加强监测预警，突出工作重
点。强降雨地区要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水
库防守、城市防涝等工作重点，始终把确保群
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及时组织受威胁群众

安全转移。预报有大到暴雨的岳阳、怀化、邵
阳等市山丘区要将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作为重
中之重， 坚决杜绝群死群伤。 要强化协同配
合，严格值班值守。各级防汛责任人要迅速到
岗到位、履职尽责；水库、山洪地质灾害隐患
点巡查人员要严格执行值守制度，及时发现、
报告、处置突发险情；各级防指要对责任制落
实情况进行抽查和督查，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省国土部门要派出3个工作组赴岳阳临湘市，
邵阳洞口县， 怀化市等强降雨地区一线，指
导、协助基层开展地质灾害防御工作。

省防指召开防汛会商会要求

岳阳怀化邵阳要严防山洪地质灾害

首批国家传统工艺振兴目录公布

湖南14个项目入选云端音乐会
5月25日， 张家界

天门山景区，高空扁带
乐队Houle� Douce成员
在高空扁带上演奏乐
曲。当天，张家界天门山
举行高空走扁带音乐
会， 乐队成员在天门洞
前方几百米高的空中，
以扁带和织网为舞台，
将极限运动与音乐艺
术结合在一起，在云端
上演了一场惊险、浪漫
的空中音乐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丁云娟
摄影报道

� � � � 湖南日报5月25日讯（刘笑雪）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在长沙走访财政部
驻湘专员办，看望慰问干部职工。他表示，希
望驻湘专员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共
同面对和化解爬坡过坎面临的问题， 积极助
力湖南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 推动全省高质
量发展。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走访慰问。
“财政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晴雨表’，大家

的工作做得好不好， 影响着财政运行质量。”
来到财政部驻湘专员办， 许达哲首先看望慰
问了干部职工，勉励大家继续发挥专业特长，

在湖南经济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做好各
项工作。

在座谈时，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财政部驻
湘专员办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给予的支持和
帮助。他说，驻湘专员办在财政监察、职能转
型、服务财税改革、执行财经纪律等方面做了
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很好地发挥了监督与
服务的作用，保证了中央财政政策在湖南落地
生根，确保了财政资金在湖南的安全、规范、有
效运行，为提升我省财政收入质量、防范地方
政府债务风险等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

许达哲希望驻湘专员办一如既往支持我

省高质量发展。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深入贯
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中央财经领导小
组会议精神，做好中央财政政策、财政资金在
湖南省的对接与落地实施， 为提高湖南财政
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建言献策。发挥好“质量监
督员”作用，加强与各级政府和省直部门的沟通
协调。严格对标《预算法》，督促地方做好预算管
理，推动湖南清理整顿规范政府性融资平台，共
同防止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许达哲强调， 各级各部门要主动接受监
督，支持专员办更好发挥“利剑”与“卫士”作
用。要立规矩，强化法治意识，组织学习《预算
法》等法律法规，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要抓监管，多措并举抓好财政资金使用监
管，确保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要重民生，将财政支出聚焦于脱贫攻坚、污染防
治等与民生发展息息相关的领域，提升人民群
众获得感、满意度。省政府全力支持驻湘专员
办开展工作，大力支持专员办依法履行职责，
共同完成好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任务。

许达哲走访财政部驻湘专员办

共同化解爬坡过坎面临的问题
致力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和全国有关会议精神
研究建立健全解决群众反映突出问题长效机制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 � � �杜家毫参加韶山村党委组织生活会
并为基层党员讲党课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把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