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 � � � “我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他们的
生活存在困难，我感到揪心；他们的生活每
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习近平总书记的
真情流露， 温润了包括湖南少数民族地区
困难群众在内的无数人的心。

拳拳之心，赤子情怀。2013年习近平总
书记专程到湘西花垣十八洞村访贫问苦，
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在听取省委、省政府工
作汇报后，又进一步嘱托我省“加快民族地
区发展步伐”。2016年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
大四次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时， 深情回忆
起十八洞村，为“脱单”的大龄青年而高兴。
2018年4月在岳阳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情
况时，特意叮嘱“当前集中连片地区脱贫攻
坚任务较重，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一定
要扎扎实实抓好”。 总书记的牵挂叮嘱，为
推进湖南民族地区和精准脱贫事业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为什么总书记对我省民族地区发展如
此念兹在兹？ 就是因为民族地区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短板， 全面小康一个都不能
少、哪个少数民族也不能少。湖南民族地区
和贫困地区大多是重合的，发展相对滞后。
据统计，到2017年底，全省24个民族地区县
还有59.1万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1344个
建档立卡贫困村， 贫困发生率高于全省平
均水平3.71个百分点； 全省11个深度贫困
县全部是民族地区县，549个深度贫困村有
422个村在民族地区县。可以说，抓民族地
区发展离不开扶贫开发， 而且首要任务和
头等大事就是脱贫攻坚。

这些年来， 我省把扶贫开发作为加快
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 涌现出十八洞
村等一批脱贫致富的典型，探索出“四跟四
走”的产业扶贫新路子 ，开辟了 “互联网+
社会扶贫”“互联网+扶贫监督”的新路径，
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和各项事业发展迈上了
新的台阶。

尽管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 但从这次
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来看， 实际工作中也
还存在工作不精准、搞变通打折扣、政策落
实不到位、作风漂浮、产业发展不可持续等
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能就事论事，折
射出来的深层次原因恰恰在于， 我们一些
同志无论在思想上、 行动上还是作风上都
跟不上总书记要求，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开发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学之不

深、悟之不透、行之不力，没有真正做到入
脑入心、融会贯通、知行合一。进一步加快
民族地区发展， 关键还是要深入学习贯彻
总书记的指示，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
路、更精准的举措，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打赢脱贫攻坚战，根本方法在于精准。
湖南是精准扶贫首倡地， 更应该在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上探索经验、走在前列。怎样
做到精准？无非是用心用情、精准精细。在
这方面，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十八
洞村，他坐下来和农民拉家常、算细账。在
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 他想起十八洞村的
“389961部队”，寻思他们搞点什么好？是养
几只羊、种几棵树，还是搞点特色农作物？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 脱贫攻坚也
难寻一样的路径。各民族地区、深度贫困地
区既有共性问题，也有个性需求，不能指望
用“一张方子”治百病，不能搞手榴弹炸跳
蚤的大呼隆，而应“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特
色产业怎么扶、易地扶贫往哪搬、就业扶贫
咋培训、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保护与传
承等，都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下足“绣花
功夫”，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精准扶贫新
路径。

打赢脱贫攻坚战， 要做到既不急躁蛮
干，也不消极拖延；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
高胃口 。正如总书记所说 ，脱贫和奔小康
都不是一劳永逸的事 ， 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 要实事求是、 踏踏实实做这件事，
不能搞数字游戏 、搞形式主义 ，不能堆盆
景、搞花架子。

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 不是五个
指头一般长。脱贫攻坚也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也好，必须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不
是看尖端到了哪里， 而是看基础水平线在
哪里， 看基础水平线能否达到脱贫标准或
小康。从现实来讲，就是要聚焦深度贫困堡
垒和贫困人群集中攻坚，把基础设施改善、
公共服务均等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少数民
族管理服务等工作做深做细。

打赢脱贫攻坚战、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 既然脱贫攻坚层层
立了军令状， 各级各部门就要像战争年代
打仗一样尽锐出战， 以战斗的姿态和精神
打好这场硬仗。 尤其民族贫困地区要把解
决贫困问题作为首要政治任务， 市委书记
市长、县委书记县长要当好“一线总指挥”，
攻下“碉堡”、拿下“山头”。

“人生难得几回搏”。在我们这一代彻
底解决我国的绝对贫困问题， 是一件彪炳
史册、无上光荣的大事。我们要牢记总书记
嘱托，带着深厚感情，保持政治定力，坚持
精准精细，稳扎稳打、决战决胜，努力让全
省所有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同全省人
民一道实现全面小康。

把扶贫开发作为加快
民族地区发展的重中之重

———四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陈勇）记者今
天从省民政厅获悉，今年6月19日，国务院批
复同意撤销株洲县设立株洲市渌口区。

国务院的批复明确， 调整后株洲市辖
荷塘区、芦淞区、石峰区、天元区、渌口区，
攸县、茶陵县、炎陵县，代管醴陵市，市辖区
面积1916.38平方公里， 市辖区人口153万
人。市域总面积11247.55平方公里，总人口
430万人。

省民政厅区划地名处相关负责人说，
株洲市渌口区的设立， 将有利于全省新型
城镇化建设， 有利于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建
设和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有利于
株洲市轨道交通产业链条的延伸， 有利于
增强株洲市区域辐射能力， 带动罗霄山片
区发展，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有利于统筹
湘江流域治理保护， 助推长江经济带高质
量发展。 荩荩（下转3版③）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上
午，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
究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压缩企业开办时
间和推行“双随机、一公开”监管、退役军人服
务管理等工作。

会议指出，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
要论述，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
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摆在优先位置，树
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抓紧
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
形成系统衔接的规划体系。要以产业兴旺为
重点、生态宜居为关键、乡风文明为保障、治
理有效为基础、生活富裕为根本，抓重点、补
短板、强弱项，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
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要发挥
农民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激发农
民内在活力。 要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
导责任制，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会议审议了《湖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会议指出， 中国进口博览会是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推进新一轮高水平

对外开放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国主动向世
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要把参加进口博览
会作为湖南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的重要契
机，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精心准备，积极参
会，充分利用进口博览会这个平台，促进我
省进口采购需求与境外进口资源全方位、
深层次、 精准化交流对接。 会议原则同意
《2018年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湖南省交易团
工作方案》。

会议听取了2017年度省级预算执行和其
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指出问题整改建
议的汇报。会议强调，要站在讲政治、懂规
矩、守纪律的高度，深入贯彻中央审计委员
会第一次会议精神，正确认识和严肃对待审
计查出的问题，深入研究和采纳审计提出的
建议，严肃财政纪律，严格财政管理，强化对
整改工作的督促检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全
面深化改革、权力规范运行、反腐倡廉等作出
应有贡献。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进一步压缩企业
开办时间实施方案》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关于全面推行跨部门“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的通知》。会议强调，企业开办时间是营商
便利度的关键性指标，要优化办事流程，推进

信息共享，强化责任落实，依法有序开展压缩
企业开办时间工作。要构建监管机制，完善监
管模式，强化部门协同，全面推行跨部门“双
随机、一公开”监管。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畜禽养殖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工作考核办法（试行）》。 会议强
调，要把推进畜禽废弃物资源利用化工作，作
为落实“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工作，
落实市县政府属地管理责任和畜禽养殖场主
体责任，落实规模养殖环评制度，完善污染监
管体系，加强执法监督，建立健全绩效评价考
核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 推广清洁养殖工艺
和技术，加快构建种养结合、农牧循环的可持
续发展新格局。

会议要求，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用心
用情用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管理工作， 严格
落实各项政策措施，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
强化国防意识，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尊
重军人的良好氛围。

会议研究了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
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
览会、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论坛、湖南省
第十三届运动会和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筹
备工作。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同湖南
第八批援藏干部代表座谈，听取援藏工作队
汇报。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
边稳藏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抓落实、办实事、敢担
当、有作为，圆满完成援藏各项工作任务，让
芙蓉花与格桑花在雪域高原交相辉映。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座谈。
许达哲充分肯定第八批援藏工作队取

得的成绩，向广大援藏干部及家属付出的牺
牲和奉献表示感谢。他指出，湖南对口援助
山南，既是党中央交给湖南的光荣政治任务，
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 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贯
彻落实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 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四个意识”，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对口援藏工作抓紧抓
实，把建设山南、发展山南、稳定山南作为应
尽之责，以实实在在的援藏成效，向党中央、
向两省区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

许达哲强调，要本着“中央要求、山南
所需、湖南所能”的原则，坚持科学援藏、精
准援藏、务实援藏，找准切入口和发力点，
确保对口支援援到点子上、援到关键处，着
力提高援藏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要突出援

藏工作重点， 更加注重把援藏资金向守边
固边的薄弱环节倾斜， 更加注重补齐基础
设施、公共服务、脱贫攻坚、产业发展等方
面的短板，更加注重深化产业援藏、项目援
藏、企业援藏，更加注重把山南的政策、资
源等优势与湖南的技术、人才、市场等优势
紧密结合起来，为山南多培植骨干企业、支
柱产业、拳头产品和稳定财源，不断提升造
血功能。要紧紧围绕脱贫攻坚精准发力，在
拓宽就业渠道、提升教育质量、改善医疗水
平、加强小康村建设等方面加大力度，为山
南脱贫攻坚出谋划策、贡献力量。要进一步
健全交流合作机制， 拓展两地交流合作领
域，巩固增进民族友谊和民族团结。

“希望大家坚持缺氧不缺精神，不负重
托、不辱使命，融入西藏、奉献边疆，保重身
体、注意安全，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让芙
蓉花与格桑花在雪域高原交相辉映。”许达
哲勉励援藏工作队， 要大力弘扬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团结、
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和“两路”精
神、“列麦”精神，把援藏工作经历变成人生
的宝贵财富， 在工作中不断锤炼过硬的党
性品质，增长为人民谋福祉的本领才干。省
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援藏干部，
为大家工作创造良好条件。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冒蕞）截至今
年6月底，全省实有市场主体357.27万户、注册
资本7.09万亿元， 较2013年底比较，4年多来
增长了1.57倍和3.04倍。全省日均新增市场主
体从2013年的1249户提高到目前的2376户。
这是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全省深化“放管
服” 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电视电话会议上
获悉的相关情况。

市场主体保持旺盛增长势头， 得益于近

年来我省坚持把“放管服”改革作为全面深
化改革的“先手棋”和“当头炮”，推出的一系
列改革举措，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
绊”、为市场“腾了位”，为发展“添了力”。

“放”的方面 ,省本级保留行政许可事项
273项，较2013年精简65%，非行政许可事项
全面取消。 先后向长沙和其他13个市州下放
省级管理权限72项、47项；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左丹）60年
前，一群湘雅人在古城长沙浏阳门外建起
了一所拥有508张病床，集医疗、护理、教
学、科研、管理于一身的医院。60年后，该
医院病床增加到了4000多张，年门急诊量
由14万人次增加到了335万人次， 成为了
国内学科最齐全、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大型
三级甲等医院之一。她就是中南大学湘雅
二医院。

今天上午，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名医
云集，高朋满座。 荩荩（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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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听取援藏工作队汇报时寄语援藏干部

让芙蓉花与格桑花
在雪域高原交相辉映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工作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建院60周年

总诊疗量接近
6000万人次

我省深化“放管服”改革
取得阶段性成果

●全省日均新增市场主体从2013年的1249户提高到目前的2376户
●较2013年底，全省市场主体、注册资本数分别增长1.57倍和3.04倍

国务院批复同意
撤销株洲县设立株洲市渌口区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刘永涛 徐典波

盛夏洞庭，烟波浩渺，一碧万顷。
8月1日，“大江奔流———来自长江经济带

的报道”采访团自重庆顺流而下，来到湖南首
站岳阳。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等10家中央媒体和长江经济带沿线11
省市主流媒体的140余名记者兵分两路，全媒
体聚焦岳阳市长江大保护、生态修复、对外开
放和绿色发展等情况。

一座码头看环境整治
岳阳拥有163公里长江岸线、洞庭湖60%

以上水域面积， 是长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与
治理的主战场。

记者一行来到城陵矶港天欣码头， 已拆
除的万吨级水泥罐正被浮吊船转运， 码头所
在的三江口区域一片清爽。

“拆除过程中有啥困难？”“码头治理有什
么标准？”“拆除后企业损失怎么解决？”记者的
问题一个接一个。得知港口码头整治正在“关停
并转”、湖南港区规划正紧锣密鼓实施，记者们
纷纷点赞：守护一江碧水，岳阳敢动真格。

“还长江岸线清洁，这是政府和企业合力
而为取得的成绩。”新华社瞭望周刊记者王仁贵
说，政府部门周密部署、靶向施策，特别是企业

在利益受损的情况下自主拆除设备难能可贵，
体现了岳阳生态优先、共抓大保护的决心。

“我了解到，岳阳港口整治有安全、高效、
绿色、美观4个目标，一些码头关停拆除后将
变成公园。”王仁贵说，岳阳港口多，但小而
散，整治不仅有益于长江岸线的保护、港区的
升级，对老百姓来说也是一件大好事。

一个港区看对外开放
岳阳是湖南“北大门”，是国家首批沿江

对外开放城市、 湖南重要的通江达海口岸城
市。记者一行来到城陵矶新港区，参观城陵矶
国际集装箱码头。 荩荩（下转2版）

巴陵胜状气象万千
———“大江奔流”采访团聚焦岳阳

� � � � 8月1日，岳阳城陵矶国际集装箱码头一角。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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