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欧阳静子） 据海关统计，2018年1至7
月，湖南省进出口总值1542.2亿元，同比增
长29.6%。其中，出口975.3亿元，增长29%；
进口566.9亿元，增长30.6%。

数据显示，民营企业增长迅速，为进出
口主力。1至7月， 湖南省民营企业进出口
1019.3亿元，增长43.5%，占同期湖南省进出
口总值的66.1%。同期，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总值为333.9亿元，增长11.7%，占21.7%；
国有企业进出口总值为188.8亿元， 增长
4.7%，占12.2%。

机电产品、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要
出口商品， 前7月， 湖南省出口机电产品
423.9亿元，增长20.9%，占同期湖南省出口
总值的43.5%。进口以机电产品为主，共进
口机电产品246亿元，增长28.1%，占同期湖
南省进口总值的43.4%。

湖南日报 8月 10日讯 （记者 夏似飞
周帙恒 ）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月31日在中央政治局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
主持学习时强调， 要引领带动全省上下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上来， 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分析
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毫不动摇办好湖南的
事。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协主席
李微微参加学习。

省领导傅奎、黄关春、胡衡华、谢建辉等
参加学习。

杜家毫强调，上半年全省经济稳中有进、
稳中向好，要坚定信心，清醒看到中美经贸摩
擦对我不利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充分看到

我国的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市场潜力、民族
凝聚力和战略持久力，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
气、有能力成功应对。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强化“四个
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认真做好本地区本
部门本行业工作， 努力完成年初确定的各项
目标和任务。

杜家毫要求， 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保持战略定力
和战略耐心，毫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毫不
动摇打好“三大攻坚战”，毫不动摇保障和改
善民生，努力把湖南的事情办得更好。挑战与
机遇并存，挑战之中蕴含机遇。要善于抓住国
家在鼓励创新、扩大开放、改革金融体制等方

面出台的政策，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化不利为
有利。

杜家毫指出，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往往
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也往往是在比较困难
的情况下取得非凡的成就。 面对困难，只
要全省上下心齐气顺、团结一致，就一定
能攻坚克难、走向胜利。要坚定服从大局，
涵养静气定力，着力稳就业、稳金融、稳外
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重点做好稳
思想、稳人心的工作，全力维护全省大局
稳定。要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加强
对干部群众的宣传教育引导，落实意识形
态工作责任制，认真做好社会风险防控和
应对预案，保持全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健康
稳定。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惠芳

“依靠政府帮助 ， 我 们 一 家 过上了
城里生活，现在我和老伴又找到了工作，
脱了贫。”8月6日， 在中方县生态城锦绣
华庭小区 ， 新路河镇合兴村易地扶贫搬
迁户杨贤妹说起自己的新生活 ， 喜逐

颜开。
杨贤妹是中方县41447名脱贫者之一。8

月6日，省扶贫办公布，省政府批复同意5个县
脱贫摘帽，其中就有中方县。

“决战贫困既要党委、政府推动，还要产
业带动， 更要贫困户自己行动。 多方同心协
力，把贫困山头攻下来，打赢了一场硬仗。”中
方县委主要负责人说。

党员干部总动员

“脱贫攻坚必须下真功夫。”驻中方县新
建镇黑禾田村扶贫工作队队长肖洪斌， 家有
84岁老母需要照顾，为了不耽误工作，他把
母亲带到村里。去年，黑禾田村脱贫出列。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中方县委建设“一线指
挥部”，并在2014年发布“动员令”，以军令状管
理推行“八个包干”措施，即对在职县级领导实
行联点包干、行业包干责任制，对县直部门实行
行业扶贫包干、驻村帮扶包干、结对帮扶包干责
任制，对乡村两级实行乡镇干部包村、村干部包
组、能人党员包户责任制。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通讯员 陈健林
记者 唐善理)8月10日， 湖南省水稻研究所
所长、 研究员赵正洪带领省市县专家组，顶
着烈日，来到江永县夏层铺镇“超级稻+再
生稻”示范基地，进行现场测产验收。结果显
示，单产超810公斤，创下超级稻单产新记
录。

去年8月5日， 袁隆平院士在江永调研
“超级稻+再生稻”基地建设，提出在江永建
立千亩“超级稻+再生稻”示范点，确定了
“超级稻+再生稻,实现亩产1200公斤”的目
标。 今年3月中旬， 江永县在夏层铺镇高云
村、 潇浦镇团结村和松柏瑶族乡龙凤村，建

设1100亩“超级稻+再生稻”示范片。
8月上旬， 正是超级稻头季成熟收割的

时节。在夏层铺镇“超级稻+再生稻”百亩示
范片里，放眼望去，稻田里，金色的稻穗，颗
粒饱满，农民正在开镰收割一季稻。

当日，测产验收专家组参照国家超级
稻品种测产方法， 选择3块稻田进行实收
测产。经收割、脱粒、去杂和稻谷水分测
定，最终折合标准稻谷产量。3块稻田亩产
量分别为833公斤、799.1公斤、803公斤，
平均亩产达到811.7公斤。加上再生稻，预
计亩产量400公斤， 每亩总产量可达到
1200公斤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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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声

“有人不愿意看到醒狮的振奋、巨龙
的腾飞， 不愿意看到13亿多人的生活美
好，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
义，这是无法回避、必须应对的挑战。”中
国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但也有少
数人却逆经济全球化而动。应对中美经贸
摩擦，真理和道义在我们这一边，时和势
也在我们这一边。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贸易战是把“双
刃剑”，往往“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双方
都将付出一定代价。但对我不利影响是有
限的、可控的。尽管美国是湖南第二大出
口市场、第三大进口市场，但在我省经济
结构中国内消费市场占据主流。在中美经
贸摩擦中我们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但这
种影响还远不至于让我们伤筋动骨。从上
半年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来看，工业投
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利润、税收、就业
等主要指标都不错，经贸摩擦逆转不了我
们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同时，我们还有
制度优势、政治优势、市场潜力和民族凝
聚力、战略持久力，新中国诞生后的湖南
人 ，即使在 “一穷二白 ”的时候也挺过来
了，现在我们更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应
对这样的冲击。

越是困难时候越要坚定信心，越是困
难时候越要相信核心。我们要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强化
“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坚定不移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形势判断
和决策部署上来，不为杂音所扰、不为困
难所惑，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力；深学笃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
记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
神，做到不惧困难、敢于斗争，坚定不移走
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

正如硬币有正反两面， 挑战之中往往

也蕴含着机遇。国家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在鼓励创新、扩大开放、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等方面出台不少利好政策， 有利于我们进
一步提升创新能力、扩大对外开放。我们不
仅要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静气
与定力从容应对挑战，还要善于抓住机遇，
变压力为动力，化不利为有利，苦练内功，
把经贸摩擦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我们要
毫不动摇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实施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坚持以新旧动能转换
为核心，聚精会神做好承接产业转移和发
展实体经济两篇文章，不断增强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继续
实施“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要带头深入基层，积极帮扶受影响
有困难的企业，扎实做好强保障优服务等
方面工作。

我们要毫不动摇打好三大攻坚战。重
点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更加谨慎稳妥地
处置债务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等工
作也要按照既定目标稳步推进，做到力度
不减、节奏不变，切实把年度脱贫目标完
成好，把“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指示要求落
实好。

我们要毫不动摇坚持保障改善民生。
越是困难，越要把保障改善民生工作放在
第一位。 认真落实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
驻村入户、结对帮扶等工作机制，统筹抓
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工作，
采取针对性措施缓解经贸摩擦对相关行
业、企业、员工带来的不利影响，着力保住
基本、补上短板、筑牢底线。

人心齐，泰山移。越是面对困难，越要
稳思想 、稳人心 ，不能自乱阵脚 ，慌了心
神；越是面对挑战，越要强化风险意识和
底线思维， 维护全省经济社会大局稳定。
只要我们心齐气顺、团结一致，就一定能
风雨无阻，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

认清大势 坚定信心
毫不动摇办好湖南的事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许达哲李微微参加学习

保持定力和耐力
办好湖南的事情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易巧君）“您本次住院总费用3239.19
元，通过基本医保报销1851.6元，民政医
疗救助1175.25元，个人自付212.34元。”
8月上旬，常德市第三人民医院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窗口，该市首例建档立卡
贫困人口“一站式”结算业务成功办结。
来自武陵区东江街道的特困人员沈云广
办完手续后难掩兴奋， 感慨如今看病不
但经济负担减轻了， 办手续也不用到处
跑腿了。

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即各健康扶贫
协议管理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设置综合服
务窗口，为扶贫对象住院就医时享受的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机构减免、民政医
疗救助、医疗商业补充保险等优抚医疗补助
实行“一站式”结算。据省人社厅提供的统计
数据， 自8月1日各县市区全面启动就医报
销“一站式”结算以来，至8月7日，一周内已
有79个统筹区52.24万人享受了便民、 惠民

的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据介绍， 按照7月17日全省推进健康扶

贫“一站式”结算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要
以县市区为主体，加快“一站式”结算平台建
设，确保8月1日起全省全面实现县域内健康
扶贫“一站式”结算，切实解决好贫困群众就
医报销“跑腿垫资”等问题。

为此，各市州、县市区党委和政府纷纷
成立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工作领导小组，
健康扶贫各相关部门和县市区加班加点抢
抓进度。

为全面掌握各地健康扶贫“一站式”结
算工作进展情况， 省人社厅安排专人实行
“每日一报送一调度”，对进度慢的市州和县
市区及时进行针对性的督促。

由于从省到市州、从市州到县市区联动
督办，至8月1日，全省各地均完成了健康扶
贫“一站式”结算专户开设、信息系统平台开
发搭建等诸多工作。当日，各县市区纷纷开
出第一张就医报销“一站式”结算单。

健康扶贫便民惠民

全省一周内有52万余人
享受就医报销“一站式”结算

811.7公斤！
超级稻单产创新记录

江永“超级稻+再生稻”示范基地每亩总产预计
超1200公斤

多方协力打硬仗
——中方县脱贫记

� � � � 8月10日晨，资兴市东江湾，来自衡阳市的数十名皮划艇运动员正加紧训练，备战9月上旬举行的湖南省第13届皮划艇、赛艇运
动会。 谷桂生 摄晨练

前7月我省进出口增长近3成
民营企业增长迅速，为进出口主力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蔡毅

“爸爸、爸爸，你看我有新球拍了!”8月9
日，在益阳市羽毛球运动学校4楼训练馆，7岁
的蒋宇霖从教练手里接过羽毛球球拍， 一路
跳到爸爸蒋志文面前兴奋地说，“有了球拍，

我要更努力练球，长大后拿冠军!”蒋志文连
连点头，背过身擦了一下眼睛。

蒋志文父子是安化县东坪镇槎溪村村
民。当天，益阳市“体育·新时代”青少年儿童
羽毛球夏、冬令营系列活动开幕。在益阳市文
体广新局的帮助下，包括蒋宇霖在内，槎溪村

共有14名适龄儿童参加了本次夏令营，并接
受羽毛球学校遴选， 其中的好苗子将有机会
进校接受系统训练。

“槎溪村是我们局帮扶的贫困村。除了常
规性的帮扶之外， 我们希望能做出我们自己
的特色，比如体育帮扶、文化帮扶，不仅要扶
贫，更要扶志。”益阳市文体广新局副局长郭
金光说。

荩荩（下转3版②）

湖南日报8月1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何顺 谭俊杰）8月7日一大早，祁阳县梅
溪镇杨华村贫困户唐海波， 主动向村委会递
交一份申请书：“因党的政策好， 我自愿申请
脱贫摘帽。”短短几行字，饱含真情。

9年前，唐海波被确诊为患重症肝炎，每年

医药费高达18万元。为了治病，唐海波一家花光
了积蓄，且债台高筑。2016年，镇村干部支持唐
海波流转30亩土地发展大棚蔬菜，产出的蔬菜
交村合作社统一销售。如今，他实现年纯收入20
多万元，还带动4户贫困户种植蔬菜脱贫。

祁阳县为帮助贫困户脱贫， 坚持针对贫

困户的实际情况，因人施策，充分调动贫困人
口脱贫的内生动力。 该县白水镇湖广村建档
立卡贫困村民张石山，由于缺少资金和技术，
一直没有找到好的致富路子。 驻村扶贫工作
队多次上门找他谈心， 了解到他的想法和困
难，送他到省农科院校学习青蛙养殖技术，并
支持他流转20多亩耕地发展青蛙养殖，实现
纯收入30多万元。

今年以来，祁阳县已有900多贫困人口主
动提出摘掉贫困帽，并得到确认。今年1至6月，
全县有3200多户、1.2万人实现稳定脱贫。

精准扶贫在三湘

体育扶贫 种下希望

因人施策 扶贫扶志

祁阳900多人主动申请摘贫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