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月27日， 张家界
天门山景区举行女子穿
高跟鞋走扁带比赛， 来
自美国、 加拿大、 法国
的3名女子扁带运动高
手穿着高跟鞋在25毫米
宽、 3毫米厚、 60米长
的高空扁带上行走。 图
为选手在比赛中。

邵颖 摄

高空舞蹈

湖南日报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严洁

5月26日， 记者置身于东安县白牙市
镇荞麦冲矿区，满眼都是翠绿，散发着勃勃
生机。

就在3年前，荞麦冲矿区因开采企业忽
略了环境保护，导致矿区植被破坏严重，地
下水受到污染。这个总面积1200多亩的矿
区宛如一块巨大的伤疤， 镶嵌在绿色的山
岭中间。

“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2014年
底，东安县委、县政府果断要求企业停业整
顿，并决定利用3年时间让矿区尽量恢复原
貌。 自2015年初着手进行矿区围挡填埋、
复垦和复绿等工作以来， 整个矿区已平整
900多亩，复绿660亩，最终这里将会长成
一片森林。

近年来， 东安坚持用绿色发展擦亮生
态名片， 严格实施森林禁伐三年行动，启
动大规模国土绿化和矿区复绿行动，完
成人工造林3.3万亩。大力开展环境治理
三项霹雳行动,实现了禁养区养殖场全部
退养，粘土砖厂全面关闭，小冶炼全部被
叫停。目前，东安做到了出境河流断面水
质达标率100%，空气优良率91.2%，成功
进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实现了山清水
秀人宜居。

位于城郊的白牙市工业园， 园内花草
芬芳，绿树成荫，空气清新，与传统工业园
“噪音污染严重，厂区四周臭气熏天”的景
象形成鲜明对比。“为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
青山，有6家有污染风险的项目被我们‘一
票否决’。”园区负责人说。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田育才）“推
进生态绿色张家界建设，打造美丽中国‘张家
界名片’。” 在近日召开的张家界市委七届五
次全会上，张家界市委主要负责人表示，未来
3年，张家界将主动对接国家长江经济带发展
战略，大力实施生态绿色张家界建设“先导工
程”，重点抓好碧水守护、蓝天保卫、净土攻
坚、大地增绿、城市洁净“五大行动”，以生态
绿色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

一直以来， 张家界便高度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和绿色发展， 在生态领域工作上拥有多
个全国、 全省第一，2004年国家生态市创建
工作为全国首创，2016年出台全省首部市州
出台的城镇绿化条例， 森林覆盖率排名全省
第一，环境空气质量排名全省前列，地表水水
质全部达到二类以上标准。

该市同时出台《中共张家界市委关于深

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建设生态绿色张
家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和《生态绿色
张家界建设“先导工程 ” 三年行动计划
（2018-2020年）》，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主
线，通过3年时间，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环
境空气质量达标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市和全域旅游示范区， 确保走在全省生态文
明、绿色发展前列，真正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全
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长江流域绿色发展先
导区、长江经济带发展璀璨明珠，成为天蓝地
绿水清土净的幸福美好家园、 峰奇水秀如诗
如画的人间仙境、国内外知名旅游胜地。

据介绍，到2020年，该市城区、县城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分别达到90%以上和
88%以上， 森林覆盖率保持在71%以上，国
控、省控、市控地表水监测断面水质优良率保
持100%。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彭雅惠）进
入二季度， 我省产业园区发展延续了一季度
的良好来势。 今天， 省统计局在官网发布消
息，1至4月全省省级及以上产业园区（简称
“全省园区”）拥有各类企业46232个，比一季
度增加319个，共实现技工贸总收入13838.02
亿元，同比增长11.9%。

全省园区主要经济指标均稳中向好，其
中，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主导产业主营业
务收入、利润总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上缴税
金超过400亿元，同比增长8.2%。

园区发展后劲比较充足， 一方面招商引
资快速增长， 实际使用外资和省外境内资金
分别同比增长24.4%、12.1%； 另一方面园区
投资稳步推进，实现融资总额、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分别同比增长19.4%、12.9%。此外，全省
园区科技创新水平正不断提升，前4月高新技
术产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7.5%，
研发经费投入总额同比增长20.1%， 为长远
向好发展奠定基础。

新华社记者 邹云 阳建

2013年11月，秋意正浓。习近平总书记
踏上三湘大地考察调研，给湖南确定了“一
带一部”新的发展定位，首次提出了精准扶
贫思想。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 习近平总书
记再次对湖南提出“三个着力”要求。

殷殷嘱托，饱含深情，重构了湖南发展
的战略坐标，描绘出三湘大地美好图景。

五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
绕习总书记的系列指示要求，带领三湘儿女
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神，以开拓创新、
着眼长远的思考，以真抓实干、艰苦奋斗的
行动，交出不负嘱托的答卷：

GDP进入3万亿俱乐部、创新引领增长、
开放型经济大跨越、“四跟四走”模式成全国
精准扶贫样板、 七成财力投向民生福祉、供
给侧改革大刀阔斧、“百千万”工程加速农业
现代化……

进入新时代，7300万三湘儿女正朝着
习总书记指引的航向，踏浪前行。

让精神落地生根

“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
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
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抓住产业梯度
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
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
结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
发展新格局。” 习总书记科学阐述了湖南的
新定位。

“不东不西”曾是湖南发展面临的区位尴
尬。“一带一部” 定位则将湖南的发展视域扩
展到全国，提升了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价值。

要把湖南发展置身于全国发展大局之
中， 将区位通道优势转化为经济竞争优势。
贯彻落实习总书记指示精神，首先要在理念
上深化对新定位的认识，在战略上做好谋篇
布局。

“过渡带”怎么过渡？“结合部”如何结合？
在全省大思考、大讨论后，省委省政府

构建“一核三极四带多点”格局的思路出炉：
把长株潭城市群打造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
心引领区；建设岳阳、郴州、怀化新增长极；
打造京广高铁经济带、 沪昆高铁经济带、环
洞庭湖经济带和张吉怀精品生态文化旅游
经济带；依托国家级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和
特色园区，形成多个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特
色明显、产城融合的新增长点。

融入长江经济带，对接“一带一路”，在
产业梯度转移中壮大产业，在空间开发中推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湖南围绕习总书记

指示精神的思考、战略一步步落地。
时光回溯到2013年秋天， 湘西十八洞

村。在“我是人民的勤务员”的质朴话语中，
习总书记同石爬专大姐围着火塘拉起家常。

就在这个深山苗寨，习总书记首次提出
了精准扶贫思想，开启了中国脱贫攻坚伟大
斗争的全新篇章。

对湖南而言，这是动力，也是压力。
作为内陆省份，“七山二水一分田”折射出

了湖南贫困地区的特殊困难。 全省7000个贫
困村，大部分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不到一亩。

“只有发展产业，才能真正脱贫。”湖南
省率先探索出“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思路，即
资金跟着贫困户走、 贫困户跟着能人走、能
人跟着项目走、项目跟着市场走，把所有扶
贫要素精准对接起来。

这是习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在三湘大
地落地生根的真实写照。

“要创造性开展工作，着力推进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着力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
作，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广大人民群众
有更多获得感。” 两年前的全国两会上，
习总书记再次用“三个着力”点拨湖南发展。

湖南推进供给侧改革的“行动指南”快
速出台：“去粗取精” 去产能，“旁敲侧击”去
库存，“化险为夷”去杠杆，“多措并举”降成

本，“扬长避短”补短板。
牢记嘱托，湖南省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

为中心的政绩观， 坚决守住扶贫、 住房、就
业、医疗、教育等民生底线；牢记嘱托，湖南
省提出以科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
展道路，实现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不讲条件求实干

坐标明晰，蓝图绘就。惟有实干，方能不
负嘱托。

2016年11月，湖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出
台“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并把其视为落
实“一带一部”定位、湖南未来发展的潜力所
在、希望所在、出路所在。

2017年6月， 湖南首个空港型综合保税
区———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获批仅一年就实
现封关运行，半年内进出口额超8.5亿美元。

湖南设计了“1+2+5+N”的开放崛起推
进体系，以问题导向实施对接500强、对接新
丝路、对接自贸区、对接湘商会、对接北上广
等五大专项行动。

从长沙到湘西，“湘品出境”“万商入湘”
“湘企出海”“拓口兴岸”和“园区开放崛起”
等行动铺开。

作为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的“桥头堡”，郴

州市找准与企业的需求共鸣点，扎实推进点
对点、产业链招商，珠三角、长三角等地企业
纷至沓来。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必须抓住
抓牢创新。湖南全力建设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 并于2017年发布三年行动计划，
力争到2019年新引进100个高端创新团队、
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5%。同时，推动长沙“麓
谷”、株洲“动力谷”、湘潭“智造谷”、衡阳“老
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示范区”协同错位发展。

扶贫指向精准，民生惠及大众。湖南将
精准扶贫与改善民生相结合，将70%的财力
投向民生事业，每年兴办一批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搞好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
“微建设”“微服务”。

在脱贫难度最大的武陵山、 罗霄山片
区， 一批批扶贫干部矢志“不脱贫就不脱
身”，以自己的“辛苦指数”换来百姓的“幸福
指数”。“雨露计划”、 贫困妇女贷、 劳务
输出……湖南各级党委政府想方设法找脱
贫的法子。

曾被称为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一的株洲
市“壮士断腕”，在过去五年里关停了1300多
家污染落后企业，“腾笼换鸟”加快培育“中国
动力谷”，从“根”上变换了株洲发展的底色。

荩荩（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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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嘱托的湖南行动 全省园区经济
稳中向好

前4月省级及以上园区
技工贸总收入增长11.9%

� � � � 2017年8月29日，湘江衡山段水清岸绿天蓝。（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张家界市：
放大绿色优势

东安县：
擦亮生态名片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陈昊 通讯
员 吴红艳 ）5月26日晚， 花垣县十八洞村
大雨倾盆，村民施成富家因为停电点起了
蜡烛。烛光中的堂屋里，挤满了前来听课
的党员干部和村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州委党校副教授张永亮绘声绘色，紧密
结合该村实际，用村民身边的案例，生动
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的重要思

想。
专家讲得精彩纷呈， 村民听得津津有

味。不光听，还频频发问：我们基层党员和
老百姓文化水平不高， 请问怎样才能学好
和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经过精准扶贫，我们的猕猴桃、乡村旅
游、矿泉水等产业已经起了步，但新时代怎
样才能做大做强这些产业， 振兴我们的乡

村？专家们理论结合实际，一一为村民们答
疑解惑。

通过学习和问答，更加坚定了十八洞村
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对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
心，年轻党员杨正邦说：“我们十八洞人要拧
成一股绳，力气要往一处使，做大做强精品
猕猴桃、山泉水、黑猪腊肉、苗绣等产业，实
实在在打造出一批走出湘西、走向世界的十

八洞品牌，让全村人的口袋都鼓起来。”他的
发言赢得阵阵掌声。

十八洞村是新思想自治州讲习团巡讲
的首站，该讲习团由自治州委宣传部、组织
部、 讲师团和州直属机关工委联合组建，成
员全部来自自治州内的专家教授和一线理
论工作者。讲习团从即日起，开展进机关、进
学校、进部队、进企业、进农村、进基层、进新
经济新社会组织巡讲，帮助全州广大党员干
部和各族群众全面系统、科学准确地理解掌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丰富内涵和精髓要义。

怀化全力以赴
抗击暴雨
未出现人员伤亡和

重大险情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记者 黄巍）5月25

日20时至27日11时， 怀化市鹤城、 洪江、会
同、靖州、新晃、溆浦、沅陵、芷江、中方等县
（市、区）普降暴雨。该市各级各部门积极应
对，未出现人员伤亡和重大险情。

针对此次强降雨过程，怀化市高度重视，
超前部署。 明确要求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要克
服麻痹思想，迅速到岗到位，亲临一线坐镇指
挥；各级防指要精准调度、严防严守、通宵指
挥，以“一万”的努力确保不发生“万一”，确保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怀化市防汛、气象、水文部门加
强了雨水情预测、预报，提前做好灾情预警
工作。 市气象局专门发布专题天气预报3
期，发送预警信号26次。全市13个县（市、
区） 防汛办利用山洪灾害预警平台发布预
警信息3.4万余条。并加强值班值守，各级
防指领导彻夜驻守值班室进行调度 , 各级
防汛办对降雨量大的乡镇、 病险水库等重
点部位防汛责任人到岗情况进行不定时检
查。

据了解， 强降雨造成怀化市8个乡镇停
电，24处县乡村公路塌方。经及时抢修，电力
供应与交通已全部恢复正常。

自治州及时应对
强降雨

灾民得到妥善安置，
无人员伤亡

湖南日报5月27日讯 （记者 陈昊 彭
业忠 ）5月25日20时至26日20时，受低涡切
变线及地面冷空气共同影响，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普降暴雨，局部大暴雨，保靖、
永顺、龙山等县局部受灾，其中永顺县受灾
严重。

截至26日20时，永顺、龙山等县的40个
乡镇2.98万多人不同程度受灾, 紧急转移群
众1422人，倒塌房屋5间。目前，全州灾情在
进一步核查中。

强降雨伊始， 自治州迅速反应， 及时应
对。25日晚，自治州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就
对当前防汛抗灾工作作出具体指示， 各县市
主要负责人均在防指或救灾一线指导防洪救
灾工作。在强降雨过程中，气象、水文、国土、
安监、水利、防汛等部门采取电话、短信、广播
等多种方式， 将各类预警信息在第一时间内
传递到每个责任人、每个群众，为群众了解汛
情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起到了十分重要
的作用。

全州各级各部门积极行动， 全力以赴
抗洪救灾。截至目前，自治州各受灾地区水
势已减，灾民得到妥善安置，无人员伤亡，
后续各项救灾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当
中。

自治州讲习团十八洞村开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