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孟姣燕 ）由中宣部组织的“大江奔
流———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大
型主题采访团，8月1日乘船抵达岳
阳城陵矶港。人民日报、新华社、中
央广播电视台等10家中央媒体和
长江经济带沿线11省市主流媒体
140余名记者， 聚焦湖南绿色发
展，将深入岳阳、长沙采访，并进行
全媒体报道。

由中宣部组织的此次大型采
访活动，7月20日在云南丽江启动，
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深入推
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思
想为主线， 沿江而下报道云南、贵

州、四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
安徽、江苏、浙江、上海11省市“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情况。

8月1日，采访团将在岳阳市城

陵矶新港区，采访长江岸线码头整
治情况，聚焦城陵矶新港区作为湖
南融入长江经济带“桥头堡”、加速
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成效。2日、
3日， 采访团将在长沙兵分3路，前
往长沙高新区芯城科技园、湘江新
区智能测试园区、开福区军民融合
产业园、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等
地，采访绿色智造、新旧动能转换、
高质量发展等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出了西陵峡的关口南津关
后， 长江就将进入极目楚天舒的
江汉平原了， 世界最大的水利枢
纽工程三峡大坝就横卧在这大江
之上， 像写在山水间一个伟大的
惊叹号。

7月31日，在三峡大坝坝顶185
米平台、左岸电厂、升船机平台，无

论哪个角度， 都让前来探访的记者
叹为观止。

三峡工程坝顶高185米， 正常
运行水位175米，防洪限制水位145
米， 三峡水库汛期的防洪库容共有
221亿立方米。三峡工程的首要任务
是防洪。那么，它是如何防洪的呢？

三峡集团流域枢纽运行管理
局副局长胡兴娥介绍，每年汛期，
三峡水库都处于随时拦蓄洪水的

状态，通过“拦蓄—控泄—拦蓄”，
把防洪功能彻底发挥出来。

“2003年至2017年，三峡水库
累计实施拦洪运用44次。”胡兴娥说

同时， 三峡工程还有发电、航
运、补水等功能。三峡电站，是目前
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电站，总装
机2250万千瓦， 多年平均发电量
882亿千瓦时。截至2017年底，三峡
电站累计发电10889亿千瓦时，电

能源源不断送往华中、华东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 三峡工程改

善了通航条件。 航道等级全线升
级，船舶吨位不断提高。

“三峡船闸过闸货运量已从
2003年的2000多万吨， 突破至
2011年的1亿吨， 提前19年达到设
计能力指标。” 三峡船闸处负责人
曹毅介绍， 为提高大坝过闸能力，
三峡升船机2016年试运行，目前通
过各类船舶2547艘次，过闸时间从
2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长江黄
金水道进一步畅通。

聚焦湖南绿色发展
“大江奔流” 采访团今日抵湘

三峡大坝，山水间伟大的惊叹号

� � � � 7月30日， 重庆市巫山县神女景区在建的观光电梯。

� � � � 7月31日， 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祠遥望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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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勇

每天早晨8时以前，1800多份
新鲜营养的早餐奶， 被分送到湘
潭市5个县市区的12个涉军单位、
36个投送点。 湘潭市从具体实事
做起，传承弘扬双拥传统，军民鱼
水深情凝结在一份份“拥军牛奶”
当中，“送奶工程” 从2007年开始
至今，走过了11个春秋。

湖南军地各级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双拥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 瞄准新时代改
革强军目标， 不断谱写军民携手
共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壮丽
篇章。

重点谋划高位推动，
拓宽军民融合领域

湖南是红色热土、兵员大省，
双拥工作具有深厚传统积淀，省
委、 省政府把双拥工作当作事关
全局的政治任务进行重点谋划。
按照“整体纳入、重点保障、逐步
优化”原则，将驻军建设与当地经
济建设同步规划、同步推进、同步
实施，拓宽军民融合领域，推动国
防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
展、良性互动。

几年来，我省在军事用地审批
事项中大力支持军民融合发展。援
建了部队营院、反恐训练中心（基
地），新建改造民兵训练场，依托湘
江区位优势建成“九华中心港”战
备码头，升级改造了国防动员指挥
体系和民兵武器装备库。

设立了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专
项资金， 投入近亿元支持军地产
业技术协同创新， 重点支持了国
防科大激光陀螺、北斗导航、自主
可控计算机、 软件无线电等一批
重大科技成果在湘转化和产业

化。
广泛开展了“城舰共建”活

动，海军已有9艘军舰先后以湖南
城市命名。 征兵工作已由完成任
务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大学生征集指导比例提高到
57%。 军供保障得到进一步加强，
株洲市连续21年免费给驻军早餐
餐桌提供蛋奶果， 目前常德市也
加入了这一行列。

2016年，常德市、邵阳市、怀化
市、株洲市、长沙市、湘潭市，新邵县、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嘉禾县、会同
县、耒阳市、涟源市12市县被评为全
国双拥模范城（县）。 怀化市荣获全
国双拥模范城七连冠，长沙、株洲两
市荣获全国双拥模范城六连冠。

完善各项政策，破解
涉军热点难点问题

今年“八一”前夕，醴陵市双
拥办的干部敲锣打鼓， 将闪着金
光的“一等功臣家庭”牌匾，送到
该市富里村应征入伍的林祥家
中。林祥当兵以后，以新时代革命
军人要求自己，刻苦训练，建功国
防，前不久荣立一等功。 株洲、醴
陵两级政府部门在林祥家乡举行
送喜报仪式，营造“一人立功，全
家光荣”的氛围，进一步激发全社
会对军人军属的尊崇感。

全省利用多种形式推动双拥
宣传向双拥文化传播提质。 组织
创作《双拥歌》、退役军人之歌《整
装再出发》等宣传片，举办大型主
题晚会和系列活动， 深度挖掘历
史文化底蕴、红色文化资源，打造
湖湘双拥文化品牌。 每年烈士纪
念日，全省246处烈士纪念设施举
办纪念活动， 参与军民近10万
人。

“双带双促”活动是我省为发

挥退役军人建设家乡、 促进和谐
的创新性举措， 目前全省各地已
建立“退役军人之家”、“兵之家”、
“拥军优属工作站” 等1100多个，
涌现出湖南康通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刘雅浪等一批
退役军人先进典型。 全省主流媒
体开辟专栏、专题，对这些人物进
行了宣传报道。

完善优抚安置政策， 破解优
抚安置难点问题。 从2018年1月1
日起， 全省农村义务兵家庭优待
金从以前每年4500元至6000元，
统一调整为每户每年12000元，
实现了城乡统一。 各类优抚对象
抚恤补助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补
助标准每年提高10%以上， 全部
达到或部分超过国家政策规定标
准；严格落实“阳光安置”办法，认
真加强教育培训工作。2017年，举
办春、 秋季“退役士兵专场招聘
会”，为4000多名退役士兵提供了
7000多个岗位。常德、株洲等地还
举办随军家属就业公益专场招聘
会，解除官兵后顾之忧。

在脱贫攻坚战中，我省对3.2
万名困难优抚对象进行重点对
接，落实资金和政策，开展精准帮
扶解困； 各市州对特困优抚对象
做好短期疗养、医疗巡诊工作，免
费赠发药品。 9市州、98县市区建
立了涉军法律援助工作协调机
构， 开通12348法律援助热线，帮
助解决涉军纠纷， 为部队和军人
家属挽回经济损失。

全社会拥军优属， 构筑起尊
崇军人、巩固国防的钢铁长城！

把驻地当家乡，急难
之中彰显使命担当

子弟兵把驻地当家乡， 视人
民利益为最高， 在完成急难险重

任务中履行使命担当。 在历次抢
险救灾中， 驻湘部队和武警官兵
打头阵、当尖兵，近两年共出动官
兵19万人次， 处置险情386起，在
去年的严重洪涝灾害中协助地方
紧急转移安置160多万受灾群众，
“迷彩绿” 成为保护人民的代名
词。

近日， 记者来到地处武陵山
脉腹地的桑植县刘家坪白族乡新
阳村采访， 看到省军区驻点扶贫
工作队引进农业龙头企业， 通过

“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流转土
地500多亩， 大力发展蔬菜种植
业。

自1988年起， 湖南省军区向
革命老区桑植县派驻扶贫工作队
开展定点扶贫， 历届党委首长怀
着“感恩老区、回报人民”的信念，
坚定“老区不脱贫、部队不收兵”
的决心，30年来共派出24批工作
队赴桑植山村扶贫， 一任接着一
任干，一村连着一村帮。

正在刘家坪白族乡新阳村蔬
菜基地劳作的贫困户王孟菊告诉
记者，自己一年下来，扶贫资金入
股基地可以分红450元，流转的土
地租金有800元，她和丈夫在基地
打工可以挣20000多元。 她说：
“这样好的日子， 以前想都不敢
想！ ”

据统计， 省军区共有50多名
将军到扶贫点现场办公， 先后筹
措资金9000余万元， 帮助桑植县
10个村（镇）开山修路、跨水架桥、
引水进村、发展产业、建强组织，
辐射带动周边6.2万人稳定脱贫，
受到地方党委、 政府和广大群众
的高度赞誉。 省军区参与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经验做法在全军得到
推广，被《解放军报》誉为“精准扶
贫的桑植样本”。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大自然鬼斧神工的雕琢，造
就了三峡神奇的山水。

瞿塘峡、巫峡、西陵峡地跨奉
节、巫山、巴东、秭归、宜昌等地，
近200公里容纳了无尽的旖旎风
光， 是长江上最为奇秀壮丽的风
景画廊。

7月30日， 记者一行从巫山县
城出发，经长江大桥，走盘旋的山路
到达神女景区山腰处， 云雾已在脚
下。站在峰顶俯瞰峡江，蔚为壮观。

“1982年起，小山峡的外国游
客纷至沓来。”从事导游工作近20
年的向君玲介绍， 尽管三峡蓄水
后对巫山县的客流有所分流，但
随着神女景区的开发， 越来越多
的游客慕名前来。

“重庆要做优‘大三峡’黄金
旅游目的地， 建设长江三峡国际
黄金旅游经济带。”重庆市旅发委
副主任秦定波说， 变三峡“一线
游”为“一片游”，腹地旅游资源开
发势在必行。

旅游开发，要修路，得盖房，

生态保护怎么办？
“坚持环保第一， 我们等得

起。” 巫山县旅发集团董事长税华
指着正在建设的神女景区垂直观
光电梯告诉记者，项目挖土方产生
的石料全部由塔吊转运，再由渣土
车运走，尽管工期由一年半延长至
两年半， 但二次转运不会形成土
坡，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对植被的破
坏。同时，选用密度高的钢材，在保
证安全的情况下，少一根钢材就会
减少一点对山体的破坏。

巫山地处三峡水库腹心，保
护好一江碧水， 不仅关系重庆库
区1000多万人口， 更关系中下游
上亿群众。

“以旅游为龙头的第三产业
占巫山地区生产总值的半壁江
山，很多百姓靠旅游吃饭。”巫山
县副县长黄勇说， 生态就是最好
的资源，旅游项目开发，生态这条
底线不能突破。目前，全县旅游规
划三易其稿，还在反复斟酌。

“现在，坐游轮游三峡的游客
与日俱增，三峡旅游投资超580多
亿元。人流、资本的涌入，难免造

成项目的盲目上马。” 秦定波说，
规划先行， 还要加强与湖北的合
作； 发展旅游不能有一蹴而就的
想法和急功近利的心态， 要循序

渐进，久久为功。
如今，一江碧水是库区流淌的

“血液”，两岸青山是三峡健美的体
格。三峡旅游正焕发新的魅力。

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周文冲

盛夏，开州区汉丰湖国家湿地公园管
理局局长熊森头顶烈日，正沿着近15平方
公里的汉丰湖边缘前行。为了治理好这片
位于长江一级支流上的水库消落带，9年
来，他一门心思扎在了里面。

此时的三峡库区水位处在145米的低
位。 熊森眼前的这片消落带上，散布着一块
块铺满莲叶的方形池塘， 塘中映日荷花次
第绽放，不远处的落羽杉高大挺拔，几只水
鸟从岸边轻盈略过。 日新月异的开州城张
开双臂，环抱着这片充满生机的水面。 而在
9年前，当接到要将生态系统极度脆弱的消
落带打造为生态屏障的任务时， 熊森和同
事的心里都没底。

消落带的出现源于三峡水库运行后
被放大的水位季节性涨落现象。由于夏季
防洪和冬季蓄水发电需要，每年三峡库区
的水位都会在145米和175米之间周期性
涨落，临水地带往往半年泡在水下，半年
露出水面，形成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水库
消落带。

“消落带改变了库区原有生态系统，
原有的植物近半年被淹没在水下，难以存
活，由此还带来水土流失问题。 库区生态
本就脆弱，能否治理好消落带关乎长江流
域的生态安全。 ”熊森说。

开州区首先在长江支流澎溪河上建
起了水位调节坝，将消落带划分为上游和
下游两部分。 上游水位受水坝调节，常年
保持在相对稳定状态，广袤的消落带被汉
丰湖覆盖，仅少部分露出水面。 当地政府
又在沿湖地区错落点缀了公园和数10公
里的环湖步道，整个城区依湖铺展，城市
环境明显优化。

从事消落带治理7年的开州区汉丰湖国
家湿地公园管理局副局长黄亚洲告诉记者，
汉丰湖流域栖息有大量水鸟， 治理团队为了

保持生物多样性， 实施了消落带鸟类生境重
建工程，构建水塘、洼地作为鸟类的营巢和庇
护地。 冬季蓄水达175米后，较高的水面淹没
了鸟类停歇、觅食的浅滩，治理团队又在湖面
建起了两个总量达15立方米的鸟岛，并栽植
乔灌木和草本， 这里已经成了鸟类休憩觅食
的天堂。

“随着鸟岛的建设，许多越冬的水鸟
都留在了汉丰湖，今年1月，我们登岛发现
了大量鸟类羽毛和厚达3厘米的鸟粪，还
有数处鸟类繁殖巢穴，这意味着整个人工
湖的生态系统正得到较好的恢复。 ”黄亚
洲说。

针对水坝下游水位幅度变化较大的澎
溪河领域，开州在消落带上构筑起了一套涵
盖鸟类庇护林、林泽、基塘、滩涂生态保育四
级工程的立体生态系统。寻找适合在消落带
上生长的植物是一个难题。治理团队筛选出
十余种耐水淹的木本植物，给消落带穿上了
宽约10余米的绿色外衣， 使其发挥护岸、生
态缓冲、景观美化等综合效益。

在生态优先的基础上保障农民的利
益，是开州区的重要尝试。 熊森说，他们
从珠江三角洲传统桑基鱼塘中找到灵
感，在消落带平缓区域开挖方形池塘，建
起基塘工程，农民可在池塘中种植荷花、
菱角等耐淹水生植物， 在生长季节净化
水质，生长季结束正值水库蓄水，农民收
割植物又可以获得经济收益。

经过9年多的探索， 开州区在原本脆
弱的消落带上筑起了一道道生态屏障，为
百姓营造了更多亲水休闲的空间，消落带
的生物多样性也正在恢复。 统计数据显
示，相较治理前，这里的植物增加40余种，
鸟类增加了21种。适应季节性水位变化的
20余种草本植物和10余种木本植物成活
状况良好。 每到水位降低的季节，草木舞
动，湖水荡漾，这里成为开州城的一道别
样名片。

军地携手 共谱新篇
———湖南大力推进双拥工作纪实

来看“平湖”水草舞
———三峡库区探索消落带治理见闻生态优先，三峡旅游焕发新魅力

朱永华

今天是一个红色的节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1周年了！

军队是战争的产物，是国家的钢铁长
城。 在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的和平年代，我们对这支人民的队伍寄予
了什么样的希冀？那就是“传承红色基因，
永葆铁军本色”！

从91年前在南昌起义中诞生，到古田
会议确立建军原则， 再到经历长征考验、
抗日烽火、解放战争，人民军队一路红旗
漫卷、发展壮大。伴随着中国人民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迈向“强起来”，人民军队
一直是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最强有力的
保障。它的力量来源于何处？从本质来说，
就是这支红色军队一直葆有强大的红色
基因。 就是这种基因，让它能够在血与火
的斗争中克敌制胜，在和平年代里仍然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严于律己。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抗洪抢险、抵
御冰灾、应对地震的第一现场中那些震撼
天地、感动人心的场景。从抗洪大堤上“最
美的睡姿”到火灾现场中“最美的逆行”到
长江浊流里“最美的潜游”……哪里最危
险、哪里有需要、哪里有人民的呼唤，军人
始终是第一个临危受命的方阵。他们冲锋
在前、舍生忘死，以英勇无畏的奋斗和牺

牲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维护国家安
全和社会稳定，抒写着人民子弟兵的英雄
本色和火热青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军队党的
建设，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
主题教育，促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培养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
革命军人， 永葆人民军队性质、 宗旨、本
色。”红色基因就是高度的政治觉悟、敢打
敢拼的革命气质，它是流淌在官兵血脉当
中的精神元素，是镌刻在八一军旗上的鲜
红印记，是人民军队无往而不胜的动力源
泉。时代在变，环境在变，但人民军队听党
指挥、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红色基因永
远不变。

中国走上了繁荣富强的民族复兴之
路。富国与强军同行，随着辽宁号出海、歼
20上天、北斗问世，人民军队也向世界一
流军队迈开了大步。而让红色基因融入官
兵血脉，依然是确保我军血脉永续、根基
永固、优势永存的关键。

湖南是一片红色热土，人民军队的缔
造者毛泽东诞生在这里，无数可歌可泣的
革命故事发生在这里，无数骁勇善战的将
士从这里走出。 今天，无论是在军队建设
的大本营， 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战线，我
们都有责任身体力行传承红色基因，将铁
军精神发扬光大。

三湘时评

传承红色基因 永葆铁军本色

� � � �湖南日报7月31日讯 （记者 施泉江）
在“八一” 建军节来临之际， 今天晚上，
我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1周年文艺
晚会“铁血忠诚”在长沙举行。 副省长隋忠
诚、省军区副政治委员许凤元、武警湖南省
总队政治委员蒋建宇等观看晚会。

整台晚会气势恢宏，高潮迭起，突出
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展现了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1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反映了
当代军人传承红色基因，锻造具有铁一般

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
当的精兵劲旅的时代风采，激励广大官兵
坚决贯彻习主席新时代强军思想，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 为实现强军目
标， 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而奋斗的豪情壮
志。

驻湘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指
战员代表， 军队离退休老同志、 复员转
业军人、 预备役官兵和军烈属代表及省
会各界人士1000余人观看晚会。

湖南省举行
庆祝“八一”建军节文艺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