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午，省政协在长沙召开《关于加大我
省产业扶贫力度的建议》 监督性重点提案
办理协商会。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

副省长隋忠诚， 省政协秘书长卿渐伟
出席会议。

2016年以来，省政协围绕省委、省政
府脱贫攻坚重点任务，整合三项职能，加强
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制定实施“助力脱
贫攻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五年行动计

划，先后将“我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
的落实与完善”“推进我省教育扶贫”“更好
推进我省产业扶贫” 列为年度重点调研课
题。 省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多次带队深入贫
困地区开展调研，解决群众问题和困难，有
力体现了脱贫攻坚战中的政协力量和担
当。接下来两年，省政协将分别聚焦医疗卫
生健康扶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问题，持
续助推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荩荩（下转2版①）

第12届金鹰节
明晚开幕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易禹琳）恰逢
新中国电视事业诞生6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
第12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即将于10月12日
至10月14日在长沙举行。今天下午，新闻发布
会首次对外揭开了本届金鹰节盛典的神秘面
纱。开幕式晚会、金鹰论坛、颁奖晚会三大主
体活动都有亮点和创新。 荩荩（下转5版④）

� � � � 展示竹产业、 竹文化和
竹旅游等方面丰硕成果

中国竹文化节
将再回益阳

11月14日至16日桃江县见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刘勇 邢玲）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近20年
后，中国竹文化节将再次回到湖南益阳。省政
府新闻办今天在长沙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第十届中国竹文化节将于11月14日至16日在
益阳市桃江县举行。

首届中国竹文化节于1997年在浙江省安
吉县举办，湖南益阳在1999年承办了第二届。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生态保护修复司巡视员刘
树人在发布会上介绍， 第十届中国竹文化节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湖南省政府、国际竹藤
组织共同主办，主题是“弘扬华夏竹文化，建
设美好新家园”。 荩荩（下转5版③）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 （记者 贺威 ）
今天上午， 老挝地方政府中高级干部湖南
研修班在湖南大学开班。 省委副书记乌兰
出席开班式并致辞。

乌兰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研修班开班表
示祝贺，对来自老挝的各位学员表示欢迎。
乌兰简要介绍了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她说， 湖南是一片红色热土， 文化底蕴深

厚，农业、旅游等资源丰富， 新中国成立以
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以来，湖南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

乌兰说， 中老两国是山水相连的社会
主义友好邻邦。湖南作为毛泽东、刘少奇等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乡， 长期以来
与老挝保持着良好友谊和密切合作。

荩荩（下转2版②）

“我们自古以来， 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求法的人……”唯有民族魂是值
得宝贵的，唯有奋斗的人生才是有价值
的人生。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开设专栏《民
族魂 奋斗曲》，运用史料钩沉、人物通
讯、系列评论、理论探讨等多种方式，通

过历史、现实、理论等多个维度，阐释民
族精神，讲述奋斗故事，弘扬中华民族
和湖湘儿女的民族精神、 奋斗精神。率
先推出的子栏目《民族魂 奋斗曲·新时
代的奋斗者》， 重点报道三湘大地上普
通人、青年人、基层共产党员的奋斗事
迹，推动全社会形成竞相奋斗、团结奋
斗的生动局面。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见习记者 赵志高

在怀化，“橙子哥”舒兴华的名气越
来越大。

今年3月上旬，舒兴华将怀化的冰
糖橙带到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首档大
型青年创业实战公开课“创业英雄汇”，
不仅为怀化冰糖橙做了宣传，还成功融
资400万元。

“橙子哥”还创建了“橙家班”。4年
来，“橙家班”帮助家乡果农管理、销售
冰糖橙，拿下全国及省内多个互联网创

新创业大赛奖。去年，舒兴华被评为“全
国农村致富带头人”、湖南百名“最美扶
贫人物”。

又到橙黄橘绿时。10月8日， 记者
来到芷江侗族自治县禾梨坳乡严家屋
场村，这里山坡上果树挂满果实，空气
中飘着沁人心脾的香味。舒兴华正在果
园里培训果农。

舒兴华说，为了将怀化的冰糖橙通
过电商平台销出去， 变成脱贫致富的
“金果”，必须加强培训，以种出品质更
优的冰糖橙。 荩荩（下转5版②）

民族魂 奋斗曲
———新时代的奋斗者

下琼湖截污工程主体施工全面铺开
10月10日， 沅江市下琼湖畔景星寺片区，城区黑臭水体治理排水截污整治工程污水沉淀池

完成底板整体浇筑，标志着该工程主体施工全面铺开。该工程治理环湖改造面积约59公顷，
整治排水口10处，预计12月底建成。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廖文 摄影报道

� � �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财经委员会主
任习近平10月1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
员会第三次会议， 研究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和川藏铁路规划建设问题。 习近平在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加强自然灾害防治
关系国计民生， 要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
防治体系，提高全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提供
有力保障；规划建设川藏铁路，对国家长治久
安和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义，一定把这件大事办成办好。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

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国家发展改革委、 应急管理
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科技部和中国铁路
总公司的汇报。

会议指出，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影响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
府高度重视自然灾害防治， 发挥我国社会主
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防
灾减灾救灾成效举世公认。同时，我国自然灾
害防治能力总体还比较弱， 提高自然灾害防

治能力，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是关
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大
事，也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必须
抓紧抓实。

会议强调，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要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四个意识”，紧
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
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防为主、 防抗救相结
合，坚持常态救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
综合减灾、统筹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要坚持党

的领导，形成各方齐抓共管、协同配合的自
然灾害防治格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护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持生态优先，建
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坚持预防为
主， 努力把自然灾害风险和损失降至最低；
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和防
治能力现代化；坚持国际合作，协力推动自
然灾害防治。

会议指出， 要针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
节，推动建设若干重点工程。要实施灾害风
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掌握风险隐患
底数； 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修复工程，
恢复森林、草原、河湖、湿地、荒漠、海洋生态

系统功能；实施海岸带保护修复工程，建设
生态海堤，提升抵御台风、风暴潮等海洋灾
害能力； 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
程，提高抗震防灾能力；实施防汛抗旱水利
提升工程，完善防洪抗旱工程体系；实施地
质灾害综合治理和避险移民搬迁工程，落实
好“十三五”地质灾害避险搬迁任务；实施应
急救援中心建设工程，建设若干区域性应急
救援中心；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信息化工
程，提高多灾种和灾害链综合监测、风险早
期识别和预报预警能力； 实施自然灾害防
治技术装备现代化工程， 加大关键技术攻
关力度， 提高我国救援队伍专业化技术装
备水平。

会议强调，规划建设川藏铁路，是促进民
族团结、 维护国家统一、 巩固边疆稳定的需
要，是促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贯彻
落实党中央治藏方略的重大举措。 要把握好
科学规划、技术支撑、保护生态、安全可靠的
总体思路， 加强统一领导， 加强项目前期工
作，加强建设运营资金保障，发扬“两路”精神
和青藏铁路精神， 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推进
工程规划建设。

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出席会议， 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强调

大力提高我国自然灾害防治能力
全面启动川藏铁路规划建设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

10月9日， 桂东县大塘镇的众意竹木
精深加工项目建设现场， 几十名工人加紧
施工建厂房，水泥搅拌机轰鸣，一派热火朝

天的景象。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该项目投资7500

万元， 新建厂房6000平方米， 改造厂房
9000平方米，主要从事户外高耐防腐竹地
板等竹制品加工。

荩荩（下转5版①）

摘帽不停帮扶
———桂东县全力巩固脱贫成果走笔

精准扶贫在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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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他带着怀化的冰糖橙进京参加央视“创业英雄汇”，他与
全国众多知名电商合作助近1000户果农增收，他跻身湖南百名
“最美扶贫人物”行列，成为“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

“橙子哥”和他的“橙家班”

老挝地方政府中高级干部
湖南研修班开班

乌兰出席并致辞

湖南日报10月10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上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军
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重
要论述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纲要》，部署下
阶段全省军民融合发展重点工作。他强调，湖
南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有基础、 有条件、 有优
势， 也有沉甸甸的责任。 要继承发扬优良传
统，主动担当作为，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军民
融合深度发展，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产业，为推
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在实现强国梦、强
军梦的伟大征程中作出湖南应有贡献。 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并讲话。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胡衡华、冯毅、陈飞，
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凌仕明，武警湖南省总队
司令员李明辉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军民融
合发展委员会工作规则》《创建长株潭国家军
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工作方案》《湖南省军民融
合重大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强国梦、强军
梦， 鲜明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的时代命题，
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军地各级要认

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
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的战略考量，牢牢把握中央关于军民融
合发展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总体要求和
实施途径等， 坚定不移实施军民融合发展
战略。

会议强调， 要聚焦关键环节， 找准发力
点，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做到思想观念上“自觉融”、领导体制上“统筹
融”、运行机制上“畅通融”、政策法规上“配套
融”、改革创新上“深入融”，更好地服务国家
战略实施、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求、推动地
方高质量发展。要打破融合壁垒，细化“军转
民”与“民参军”的内容范畴、准入门槛、标准
规范，构建涵盖人才引进、技术研发、成果转
化、技术标准、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综合性
政策体系。要强化协同创新，全面深化拓展与
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的战略合作，打
造国内一流的军民融合创新平台， 促进科研
成果转移转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高校科研
机构建立国防重点实验室、 军民两用技术研
发中心和产学研用创新联盟等， 大力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要大力推动军地设施共建、
服务共享，构建现代化国防动员体系，加强军

地两用人才共育共用， 深入挖掘和用好湖南
红色资源，做好军转安置等工作，实现军地资
源优化组合、高效利用。要把创建长株潭国家
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来
抓，分层次、分类别、分步骤开展先行先试，加
快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力争走在全省
乃至全国前列。 要充分发挥我省军工产业历
史悠久、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等优势，结合“产
业项目建设年” 活动和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行动计划，聚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电子信
息、新材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加大与央属军
工集团和科研院所合作力度， 大力推动军民
融合产业集群发展， 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
新动能。

会议指出，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党
政军的共同职责，是党政军民的共同事业。各
级党委要及时研究解决军民融合发展重大问
题， 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增强战略意识和国
防意识，注重学习和调查研究，提高做好军民
融合工作的本领和水平， 做到经济社会发展
与国防建设两副担子一起挑、 两个责任一起
担、两项任务一起抓。要加强督导和宣传，努
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军民融合发展的良好
环境和浓厚氛围。

■开栏的话

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强调

发扬优良传统 主动担当作为
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许达哲讲话 乌兰出席

为脱贫攻坚凝聚更多智慧力量
李微微督办《关于加大我省产业扶贫力度

的建议》重点提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