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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老乡 回故乡 建家乡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彭业忠 陈昊
通讯员 向晓玲）国庆假期的泸溪县浦市镇
马王溪村成了“花果山”：沿河两岸都是种
满了多种水果的果园和鲜花怒放的花海。
来自怀化、吉首等地的游客，或采摘红提、
葡萄，或在花海合影留念。村党支部书记
石泽林告诉记者，乡村振兴，乡亲开心。今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有望达到2.7万元。

“这只是美丽湘西建设的一个缩影。自
治州以‘城乡同建同治’和美丽湘西建设为

抓手，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成功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103个、 示范村
300个。”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副秘书长、
美丽湘西建设办公室主任杨清英介绍。

自治州自2013年开始，实施“城乡同建
同治”工程，即城乡同规划、设施同建设、产
业同发展、环境同整治、事务同管理。结合
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传统村落、国
家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和湖南省生态村的
建设，着力创建精品村和示范村，其目标是

把自治州建成自然山水大花园、 民族风情
大观园、 绿色产品大庄园、 休闲旅游大乐
园、宜居和谐大家园。通过示范创建，自治
州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水平得到了极大提
升，一大批有特色、有前景、可复制的美丽
乡村亮丽呈现， 如龙山县乌龙山大峡谷周
边村寨、吉首市矮寨景区周边村寨、凤凰县
传统苗寨等村寨， 正在成为自治州新一轮
乡村旅游的聚集点和引爆点。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立泉 欧阳成

山青青，水碧碧，江豚跃，麋鹿欢……这
是国庆佳节期间洞庭湖的生动写照。这既凝
聚着湖区人民的生态梦想和建设成果，也凝
聚着岳阳检察机关的责任担当和履职成效。

熊某某采石场污染饮用水源， 岳阳县
检察院予以立案侦查；吴某某等非法电鱼，
岳阳楼区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 朱某某直

排电镀废液，汨罗市检察院起诉他……
过去， 似乎离环保较远的岳阳市检察

机关，现今如猛虎下山，连连攻城拔寨。从
2017年7月至今，一年多来共办理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91件， 率先
开启了生态检察的岳阳探索。

铸剑：未雨绸缪，呼之欲出
岳阳， 是我省保护长江洞庭湖生态的

主战场。

为加强对湿地的司法保护，早在2014年
3月，岳阳县检察院就成立了东洞庭湖检察
室，办理洞庭湖非法采砂、非法捕鱼等公益
诉讼案件。在此基础上，岳阳市检察院多次
组织调研， 就设立跨区域检察机构向省检
察院和岳阳市委提交了调研论证报告,并很
快出台《关于服务和保障长江经济带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确立了全市检
察机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时间表和路
线图。 荩荩（下转5版）

� � � �近年来， 省商务厅将充分发挥湘商作用
作为精准招商的第一抓手， 积极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
重要决策部署，大力实施“对接湘商会，建设
新家乡”行动，引导广大异地湘商回湘投资和
在湘的新湘商积极参与湖南经济社会建设，
共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以来湘商回湘投资重点项目超过100个，实
际到位资金超过650亿元。

高位推动，形成服务湘商合力
开放崛起，需要湘商大回归。我省深入推

进“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三年行动，助力
开放崛起。

早在2014年2月10日，时任省长杜家毫在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支持湘商回归
发展。2017年2月7日，“迎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 共建新湖南工作推进会举行。 省政府明
确， 湘商回归工作由省工商联、 省商务厅牵
头，省直各相关部门、各地方政府按职责分工

负责。省商务厅与省工商联、省发改委、省经
信委等7个部门建立了厅际合作机制，形成服
务新湘商的工作合力。

2018年2月24日，“对接湘商会、建设新湖
南”项目建设座谈会举行，广大湘商会和湘籍
企业家积极响应，成为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实施的生力军。

2018年4月，省委、省政府下发了《关于加
快推进开放崛起专项行动的通知》， 明确了
“对接湘商会，建设新家乡”的重点内容，推动
湘商产业、资本、总部、人才回归。各市州、县
市区也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促进湘商回
归创业。

目前， 湖南有异地商协会组织332家，其
中，省外境内异地湖南商会278家、国外境外
湖南商会30家，省内异地商会（省级）24家。

乡情召唤，打造招商引资磁场
“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对接湘商会，

建设新家乡”，是经济新常态下湖南开放崛起

的时代所需，也是整合资源、挖掘商机的创新
之举。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全力推进，以乡情
召唤湘商回归，打造招商引资“强磁场”。

建立重点对接机制。省委、省政府每年召
开一次湖南异地商会工作座谈会， 听取商会
负责人和湘商代表的意见建议。 省政府领导
定点联系一批湘商回归重大项目，实行“一个
项目、一名领导、一套班子”全程跟踪服务。省
工商联每年分片区定期召开湘商代表座谈
会，传递湖南好声音，宣讲湖南发展好故事，
增进湘商与湖南之间的感情， 促进异地商会
与家乡的交流合作。

建立湘商客商资源库。 在省商务厅投资
促进局的客商资源库中，“老乡” 客商资源占
了很大的比例。截至目前，共收集整理了800
多位重点老乡客商和199名湘籍企业高管，每
一位都详列着各类投资信息要素。 这些重点
客商和湘籍企业高管是省直相关部门和市州
招商机构联系的重点对象。

荩荩（下转2版②）

“同建同治”美乡村
自治州成功创建美丽乡村精品村103个、示范村300个

利剑高悬护江河
———生态检察的岳阳探索

积极对接湘商会，共同建设新家乡
省商务厅

“海绵城市”
生态美

10月8日，长沙市开福区
秀峰路提质改造工程完工，
道路两侧绿化带和人行步道
按照“海绵城市”景观路面设
计建设， 形成环保美观的生
态城市景观。近年，长沙市积
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改
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品质。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
务会议，研究部署安全生产、湘台经济文化
交流合作、2019北京世园会湖南参展筹
备、重大项目建设等工作。会议强调，全省
各级各部门要发挥聪明才智， 着眼提升创
新能力和开放水平、优化营商环境、振兴实
体经济、加快项目建设、推进园区发展、统
筹打好三大攻坚战等， 拿出切实可行的措
施，解决突出矛盾问题，奋力推动我省高质
量发展。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修改完善后按
程序报审。会议指出，建立党政领导干部安
全生产责任制， 是全面构建安全生产责任
体系、 强力推动安全生产工作落实的重大
举措。 全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要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
话精神， 树立安全发展理念， 弘扬生命至
上、安全第一的思想，压实责任、细化措施，
强化考核考察、责任追究和表彰奖励，推进
安全生产依法治理，实现“促一方发展，保
一方平安”。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安全生产责任
险实施意见》。会议强调，要完善联动机制，
实现责任保险与安全生产良性互动； 要强
化部门监管， 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信息
管理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 要规范保险服
务，建立和维护统一、规范、有序的市场秩
序；要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推进责任、投入、

培训、管理、应急救援“五落实五到位”。
会议原则同意《关于深化湘台经济文

化交流合作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加强
湘台合作交流、实现湘台共同发展，对促进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要发挥
湖南优势，突出湖湘特色，积极拓展有效载
体和有力抓手， 持续深化湘台经济文化交
流合作。要营造湘台交流合作良好氛围，切
实回应广大台胞台企的诉求和期盼， 释放
政策红利，解决实际问题，让台胞台企真切
感受到“两岸一家亲”。

会议原则同意《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
园艺博览会湖南参展工作方案》。 会议指
出，要严格按照2019北京世园会组委会的
统一部署，弘扬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高标准高效率完成展园展馆建设任务，精
心策划组织好“湖南活动日”等相关活动，
把握宣传导向， 充分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成就和壮美的三湘画卷。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等重大项目立
项建设。会议强调，要抓紧开展前期工作，
落实自筹资金，做好项目指导和审批服务；
要严格投资过程管理，做好精准概算，确保
总投资控制在概算以内，对违规超概算的，
启动问责机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
加强项目建设监督，对项目招投标、现场质
量、安全生产、资金、廉政等实行全方位全
过程管理，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建设。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安全生产等工作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曹娴）省
环保厅近日印发《关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
责任分工方案》，制定出台十大举措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

十大举措分别是：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制定“三线一单”，严格地方环保标
准，落实排污税征收政策，完善污染治理市
场化机制，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产业，提高环
评把关服务质量，落实“放管服”有关要求，
大力加强环境监管执法，严禁环境执法“一
刀切”，并将具体责任压实到相关部门。

据了解，省政府今年7月正式印发《湖
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确立了我省“一湖三

山四水”的整体空间格局，面积为4.28万平
方公里，约占全省国土面积的1/5。确立了
生态保护红线的优先地位， 明确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后， 相关规划应符合生态保护红
线空间管控要求， 不符合的应及时进行调
整。

环评管理方面， 省环保厅将“源头严
防”落实到产业规划、城市规划和区域流域
规划中，以生态环境硬约束优化经济发展、
引导产业布局、倒逼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
提高环境准入门槛，严禁“两高一资”项目
上马，避免重复建设、产能过剩。

荩荩（下转6版①）

十大环保举措服务全省高质量发展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严格地方环保标准等

�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青蛙、赤眼蜂消灭害虫，益害分离诱虫灯诱
杀害虫保留益虫， 植物提取物诱导协同防
病， 有机控草肥抑草……在浏阳市北盛镇
边洲村，多种多样病虫草害绿色防控技术，
令人大开眼界。

这是省农科院与浏阳市政府共建的
水稻绿色（有机）生产示范基地。今天，省
农学会邀请中国水稻研究所、扬州大学、

沈阳农业大学及省内相关单位的专家来
到该基地， 对省农科院承担的国家粮食
丰产科技工程课题“双季稻病虫草害绿
色防控与避灾减损关键技术” 进行现场
评议。专家组一致认为，该技术在确保稻
谷产量的同时， 有效解决了稻米农药残
留和农田生态污染问题， 有利于水稻产
业可持续发展。

荩荩（下转6版②）

“十八般武艺”防控病虫草害
“庄稼卫士”护水稻优质高产

湖南日报记者 刘文韬

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
园，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处于党和政
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如何提升社区为民服务水平， 及时解
决群众的各类诉求，构建“共建共治共享”
社会治理新格局？近年来，长沙市芙蓉区创
新工作思路， 在街道社区积极探索实行民
情快递员制度， 主动获取居民群众生活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问题信息，并及时采取有
效措施帮助解决相关问题， 有效打通了民
情通道“最后一公里”，呈现出干群、邻里间
互相关爱、和谐共处的良好氛围。

组建民情快递员队伍，实现
社会治理共建共治共享

今年3月，龙马社区一位身有残疾、家
庭条件困难的居民，为解决生计，私自在附
近一所小学门口搭建了两个小卖部， 出售
小画片、小食品和小刀具等“三小”产品，对
孩子们造成不良影响。 社区民情快递员发
现后， 将情况反映到所在的东湖街道办事
处。 街道办及时联合区工商局等部门取缔
了这两个门面。同时，针对该居民的特殊情
况进行帮扶，除落实他家的低保补助外，还
将其妻介绍到一单位当保洁员， 解决其家
庭生活困难。 荩荩（下转3版②）

畅通联系群众“最后一公里”
———长沙市芙蓉区创建民情快递员制度的启示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和生

产业扶贫活水来，就业脱贫扬帆起。近
年来。炎陵县深入推进产业、就业“双轮驱
动”，充分发挥产业、就业脱贫的“造血”功
能和管长远、打基础作用，突出产业带动，
注重就业帮扶， 拓宽贫困户自我发展的渠
道、路径，为实现长效稳定脱贫提供了根本
支撑。

发展绿色农业，“一带八基地”
助脱贫

产业扶贫是活水之源、治贫之本。
今年60岁的朱圣洪是炎陵县平乐村

人，他家共有四口人，妻子、弟弟皆是智力

残疾人，女儿也患有类风湿疾病，需要长期
服药,是当地有名的困难户。2014年，朱圣
洪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产业分红、医疗
救助、教育助学、结对帮扶，一系列的扶贫政
策，让朱圣洪逐步减少了后顾之忧。在各级
帮扶部门的支持下， 他也通过产业帮扶，安
心地种起了黄桃,总共种植了240株黄桃树。

朱圣洪的辛勤努力没有白费， 他家的
黄桃树陆续挂果。到今年，他家的黄桃产量
已达3万余斤。“以前， 我们一家人生活困
难，无任何收入来源；现在种植黄桃，有政
府和爱心人士帮忙管理， 一年能赚几万
元。”朱圣洪笑着说。他也成为村里第一个
主动要求脱贫的贫困户。

荩荩（下转3版①）

“双轮驱动”摘穷帽
———炎陵县脱贫攻坚纪实

精准扶贫在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