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来京
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听取了她对香港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
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说，一年来，林郑月娥行政长官
带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勇于担当、 积极
作为，坚定维护“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认真谋划香港长远发展， 积极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着力破解
事关广大居民切身利益的问题， 努力为青
年人成长和发展创造条件，体现了“志不求
易、事不避难”的精神，取得了良好成绩。中
央对林郑月娥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
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一个月前，我在会见香港
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问
团时说：“40年改革开放，港澳同胞是见证
者也是参与者，是受益者也是贡献者。港澳
同胞同内地人民一样， 都是国家改革开放
伟大奇迹的创造者。”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
是香港、澳门同内地优势互补、一起发展的
过程，也是“一国两制”从科学构想到成功
实践的过程。面向未来，我们将坚持“一国
两制”方针不动摇，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培育新优势，发挥新作用，实
现新发展，作出新贡献。

韩正、丁薛祥、杨洁篪、尤权等参加了

会见。
新华社北京12月17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17日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了来
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
安， 听取了他对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
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

习近平表示，一年来，崔世安行政长官
带领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认真履职、 稳健
施政，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
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体制机制， 积极参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共建“一带一路”，促
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加强
防灾减灾体系建设， 赢得了澳门社会各界
广泛好评。 中央对崔世安行政长官和特别
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习近平指出，一个多月前，我在会见香
港澳门各界庆祝国家改革开放40周年访
问团时，高度肯定了香港、澳门对国家改
革开放的特殊作用和重大贡献， 并强调
在新时代国家改革开放进程中，香港、澳
门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独特优势， 仍然
可以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我相信，澳门
同胞一定会抓住机遇、乘势而为，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中拓展发展空间、 培育发
展新动能， 以新的发展成果迎接明年澳
门回归祖国20周年。

韩正、丁薛祥、杨洁篪、尤权等参加了
会见。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李茁 陈鸿
飞 通讯员 李金山 阳新 刘向群 张奇平）

“今年，多亏县委领导帮忙，给我在衡南农
商银行办理扶贫小额贷款， 使我流转68亩
稻田种植超级优质稻， 还承包31亩水塘养
殖鳜鱼。”近日，在衡南县三塘镇三福村，贫
困户唐跃春正在鱼塘忙着捕捞鳜鱼， 准备
装车销往广州生鲜超市。小唐乐呵呵地说，
仅种植超级优质稻，就盈利5万多元，这是
衡南县今年开展脱贫攻坚“十大微行动”，
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

为让更多百姓通过“精准扶贫”致富，
今年6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全县开展扶
贫干部培训、 启动村级集体经济“清零递
增”、开通县党政主要领导脱贫攻坚热线电
话等“十大微行动”，切实提高贫困群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

千头万绪，关键在做实。该县建立一对
一联系、点对点帮扶制度，每个贫困村明确
一个县级领导带一个县直部门帮扶。 县委
书记杨洪峰联点帮扶三塘镇三福村。 该村
交通不便、水利落后。帮扶队先后拓宽村主
道6公里，拉通断头路2.1公里，维修加固8口
骨干山塘， 基本解决该村农田浇灌和村民
出行难题。

为消除集体经济空白村， 该县出台奖
励政策，引进湖南广林公司、森本生态等38
家农业投资商。同时 ,探索土地经营、盘活
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领办合作社等
模式，增强贫困村发展集体经济的“造血”
功能。目前，全县已消除集体经济空白村
155个。

全县还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饮水安全“3+1”部门信息共享平
台，整合交通、水利、通信、电力等相关项目
资金4亿元， 在65个贫困村和其他非贫困
村， 推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

“十大微行动”实施以来，该县有1.9万多贫
困户受益。

� � � �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周俊 段
云行 通讯员 王万超 廖丽娟 ）“不用蹲在
工厂， 领台机器回家加工， 务工务农两不
误。”日前，在涟源市杨市镇赛里社区宏源
手表带厂，贫困户曾小冬正在“送货”。依托
在家加工表带， 她和丈夫谢辉每月能赚
5000多元。

近年来，涟源市全力实施“涟商返涟”
战略，通过以发展脱贫产业为重点，着力激
活农村“造血”功能，打造一批可持续收益、
有带动能力的特色产业。该市采取“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公司+基地”“合作社+
农户”和入股分红、劳动就业等方式，已引
导38家涟商企业直接参与联村帮扶， 实施
产业扶贫项目22个。其中“康麓生物”已在
乡镇建设基地12个，将“臭皮柑”加工成高
附加值产品，联结贫困户4500人。另有64家
龙头企业在86个贫困村建有种植和养殖示
范基地，覆盖率达58%。归国留学生龚光辉
创办的“天柱山禽业”实行养殖品种、饲料
供应、疫病防治、技术服务和产品销售“五
统一”，已联结贫困户1500多户。

同时， 涟源依托农民合作社发展特色
种养、生态休闲、来料加工等特色产业；通
过生产标准、经营品牌、管理规范、成员素
质建设， 推进农民合作社的提档升级。目
前，全市农民合作社已达1069家，辐射带动
农户10万余户。2017年度，涟源市累计脱贫
25131户、72920人，退出贫困村39个 ,在全
省脱贫攻坚考核中，从一类贫困县(市)倒数
第二名跃升至前四名； 全市农民合作社成
员年人均纯收入达8160元， 比普通农户高
出16%。

今年，通过深度调研和科学布局，涟源
进一步将扶贫产业做精做细， 已累计带动
12.2万名贫困人口发展产业，占全市贫困人
口的80%。今年底，该市有望实现79个贫困
村出列，34868名贫困人口脱贫， 贫困发生
率将降至4%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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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分别会见
来京述职的林郑月娥、崔世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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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0年前，武陵山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还是贫困、落后与闭塞的代名词。

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的民族政策指
引下, 自治州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正式实
施，自治州成为全省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3年11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自
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 首次提出“精准扶
贫” 重要思想， 世界的眼光开始聚焦自治

州。近5年来,自治州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
精准扶贫与美丽湘西建设同步推进， 加快
了脱贫攻坚步伐。2014年至2017年， 累计
减贫40.88万人，贫困村退出500个，贫困
发生率由31.93%下降到10.41%。自治州正
在成为国内外知名的生态文化公园。

今天的自治州，贫困即将成为历史，崭
新的湘西已逐步融入世界， 阔步走向光辉
灿烂的明天。 （详见4版）

天翻地覆慨而慷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推进扶贫工作纪实

衡南

� � � �湖南日报北京12月17日电（记者 冒蕞）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出席第
三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并在“区域发展
战略与中国经济新布局” 专题讨论中发表
演讲，他表示，湖南将牢牢把握“一带一部”
战略定位，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创新区域
经济合作方式，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
湖南贡献。

“读懂中国”国际会议由国家创新与发
展战略研究会、外交学会和21世纪理事会
共同发起，于2013年11月和2015年11月在
京成功举办两届。今年会议以“中国发展新
动能，全球合作新机遇”为主题。

许达哲在演讲中说， 实施区域协调
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
是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1月，习近平
总书记视察湖南，希望湖南发挥作为“东
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
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 的区
位优势。“一带一部”的战略新定位，为湖南
在中国区域经济布局中锚定了方位、 指明
了方向。

许达哲介绍，近年来，湖南坚持“一带
一部”战略定位，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着力打造省外大通道、省内大循环
的综合交通枢纽，高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位居全国前列，市市通高铁、县县通高速目
标即将实现，初步构建了结构合理、方式优

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展新格局。
许达哲表示， 进入新时代、 迈上新征

程， 湖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
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一带一部”战
略定位，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加快建
设内陆创新开放高地， 为促进我国区域协
调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立足解决
湖南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把长株潭城
市群打造成高质量发展引擎， 把洞庭湖区
建设成秀美富饶的生态经济区， 把湘南地
区打造成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和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地， 把大湘西地区打造成令人神
往的生态旅游区，促进临空、临港、临湖、沿
江产业发展， 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
贡献。立足对接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积
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的经济腹地支撑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
支撑， 为优化国家改革开放空间布局作贡
献。立足创新区域经济合作方式，与周边省
区携手努力，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消除
合作壁垒和市场障碍，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均等化，提升区域合作实效，增进革命老区
民生福祉， 为我国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
调发展新机制作贡献。 立足提升创新优势
开展产业合作，与周边省份共享创新资源、
共克技术难关、共促产业合作，共同探索先
进发展模式，共同建设产业分工合作体系，
为促进中部地区共同崛起作贡献。

“放管服”改革铺就便民之路 4版

涟源

� � � � 12月17日，嘉禾县普满乡雷家村，村民驾驶农机进行翻耕整地作业。 仲冬时节，该县农业农机部门
积极组织农机冬耕备播，派出80余台农机深入乡村进行翻耕整地服务，为来年农业生产增收打下良好
基础。 黄春涛 摄

热气腾腾冬耕忙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胜蓝）药材好，药才好。湖南中药
材以道地化良种化为抓手， 做好“第一车
间”，促进产业升级，力争5年内实现千亿产
业目标。

记者今天从省农业农村厅获悉， 湖南是
药材资源大省，全国361个常用重点中药材品
种中， 湖南拥有241个， 品种之多居全国第2
位。2017年， 全省收获中药材约300万亩，产
量6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产值510亿元。

省农业农村厅规划，至2022年，全省中
药材面积发展到520万亩，年产量260万吨，
加工转化率95%， 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100
亿元。

为实现全省中药材千亿产业的目标，省
里抓好产业布局，推进中药材种植道地化良
种化。 全省重点扶持五大产区的40个县，着
力支持靖州茯苓、龙山百合、隆回金银花、邵
阳玉竹、新晃龙脑樟、湘中栀子、沅江枳壳、
平江白术、洪江雪峰天麻等国家地理标志产
品，培育“湘”字号重点品种20个，建设100
万亩绿色道地药材生产基地。

中药材产业加工增值潜力大。省里支持
邵东廉桥南国药材市场等一批初加工基地
的标准化与智能化建设；支持永州中药材高
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整合50家中药材深加工
企业，提升中药材精深加工水平。

荩荩（下转2版②）

未来5年投入4亿元
支持基础研究

湖南首批加入国家自科基金
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湖南日报12月17日讯 （通讯员 任彬彬

记者 胡宇芬） 支持基础研究， 湖南迈出一大
步。12月16日， 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在北京签署协议，正式加入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成为首
批加入的4个省份之一。未来5年，双方将共同
出资4亿元，重点围绕生态农业、现代种业、新
材料、自主可控信息技术等相关领域，开展基
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荩荩（下转2版①）

在新时代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24版

■人民日报社论

湖南打造中药材千亿产业
至2022年，力争全产业链产值接近1100亿元

� � � �许达哲出席第三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
并发表演讲

牢牢把握“一带一部”战略定位
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出湖南贡献

向着更加壮阔的航程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

■新华社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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