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孟姣燕）今
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二天， 全省各地迎来出
游高峰。 祭祖寻根与踏青赏花成为人们出
游的主要选项，红色旅游景区、红色旅游线
路受到追捧。

在湘潭，韶山、彭德怀纪念馆、陈赓故
居等景区纷纷开展缅怀革命先烈的活动，
向伟人及革命英烈献花敬礼。

怀化的各爱国主义教育景区人来人
往、 络绎不绝。 芷江抗日战争胜利受降旧
址、飞虎队纪念馆、辰溪剿匪纪念园、溆浦
龙潭抗战烈士陵园、通道转兵纪念馆，不少
游客前来敬献鲜花和花篮。 会同县粟裕同
志纪念馆开展了以“缅怀战神粟裕 敢于担

当作为”为主题的清明节系列活动；通道转
兵纪念馆推出了“红军小故事”系列节目，
弘扬党的优良传统。

娄底市烈士纪念园、 双峰蔡和森纪念
馆、 冷水江谢冰莹故居和新化罗盛教纪念
馆，都开展了祭扫革命烈士墓、参观陈列展
示、 宣誓等群众性纪念活动。 值得一提的
是，一些景区迎来了学生团队，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红色旅游出现小高潮。

据统计，4月6日， 纳入我省监测的红色
旅游景区中，韶山、刘少奇纪念馆、彭德怀纪
念馆、汝城沙洲红色旅游景区、花垣县十八
洞景区分别接待游客9.68万人次、2.33万人
次、0.95万人次、0.9万人次、0.35万人次。

清明小长假催热红色旅游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
讯员 刘杰）4月4日下午，澧县举行2019年
澧商澧才（乡贤）恳谈会，县委、县政府与
200多名回乡的知名乡贤、澧商澧才，共话
乡情，齐谋发展。现场集中签约9个产业项
目，总投资达23.3亿元。

签约项目中， 智能工业机器人及数控
机床生产项目， 固定资产总投资约1亿元，

主要从国内外引进先进数控机床及智能工
业机器人生产线4条，从事数控机床及智能
工业机器人生产与制造。 澧县李家门渔光
互补100兆瓦光伏发电项目， 固定资产总
投资5.3亿元，建设单元发电方阵，建设200
台500千瓦逆变器、高低压开关柜、交直流
配电柜、交流升压系统、电控楼等。

荩荩（下转3版⑥）

澧商回乡投资签约9个产业项目
总投资23.3亿元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陈煜）清明节假期，湖南城陵矶新港
区复星合力年产500万吨高强钢筋新材料
项目建设工地如火如荼，打桩机繁忙作业，
厂区间道路的建设工人正在加班加点作
业。该项目岳阳公司总经理许国生介绍，项
目正顺利推进,已完成强夯，项目一期将于
今年国庆节前建成并投产。

去年底，城陵矶新港区与安阳复星合力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福天兴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开启了良好合作开端， 正式签约
建设年产500万吨高强钢筋新材料项目。该
项目计划总投资26亿元，固定资产投资22亿
元，总用地约500亩，建设总产能为500万吨，
主要建设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盘螺生产线
50条， 主要产品是CRB600H高延性冷轧带
肋钢筋盘螺。其中，安阳复星合力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是我国目前最大的高强高延性钢筋
技术研发、生产销售、装备制造专业厂家，拥
有78项国家专利。 荩荩（下转3版⑤）

城陵矶新港区工地如火如荼
年产500万吨高强钢筋新材料项目顺利推进

湖南日报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夏亮

4月2日上午，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群
力村，30多名入党积极分子在镇、 村党员
干部的带领下，身着雨衣，手捧鲜花，徒步
走过崎岖湿滑的山路， 来到革命烈士周炳
文的墓碑前，悼念、追思、祭扫。

为了表达对先烈的敬意， 大家纷纷收
起雨伞、脱下帽子，井然有序地向墓碑缓缓
鞠躬、敬献鲜花，表达对烈士的满腔怀念。

祭扫结束后， 大家来到山下周炳文烈
士的故居。在这年代久远的土砖房里，群力
村党总支书记莫建昌将村里走出7名烈士
的故事向大家娓娓道来———

周炳文，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曾任
中共湖南省委委员、省委宣传委员会主任等
职，带领工人斗争、从事农民运动、坚持地下
工作，被捕后英勇就义；周应铭，1927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在学生中开展革命活动时不幸
被捕牺牲； 周绍生，1930年将一份重要文件
送往长沙一个秘密联络点时被捕就义；周炎

光，解放初期负责湘江铜官、靖港一带的剿
匪工作，被水匪报复而牺牲；戴罗胜，1958年
入伍，冒着雷电危险执行抢修任务时，被雷
电击中牺牲；周国奇，1978年入伍，是一名优
秀的机枪手，1979年在战场上流尽了最后一
滴血；易钦，生前系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长沙县大队三中队民警，巡逻时遇到翻下水
塘的车辆，组织群众展开紧急救援时牺牲。

“之所以一个村能够走出7名烈士，我
认为原因在于这片土地有着红色‘基因’。”
桥驿镇党委书记姚杰介绍， 桥驿自古为长
沙城北之重镇，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上个
世纪抗日战争时期的长沙会战中， 桥驿一
带也是主要战场， 至今群力村附近的山头
上仍可见到当年的战壕。此外，省委机关
旧址曾在此短暂设立， 湖南和平解放秘
密电台曾建在镇上洪家村， 镇上的洞阳
村还走出了革命烈士罗养真， 民福村还
走出了毛泽东早期的亲密战友、 红中社
（新华社前身） 第一任负责人、《红色中华》
报主编周以栗。 荩荩（下转2版）

这个村，走出了7名烈士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何杰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3月24
日，岳阳市君山区广兴洲镇党委书记龙世友和该
镇沿江村主任杨志勇、乡贤彭青松等，利用周末
时间，走访江南片刘三秀娭毑，发现老人一直用
的屋前小路对面的旱厕，既不方便，也不卫生。大
伙当即决定并随即动手为她建一个带三级化粪
池的水冲厕所……

去年初，岳阳市委提出“一线工作法”，动员全
市各级党员干部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解决好群众
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真正把功夫下到察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龙世友等人的善举，
正是岳阳各级党员干部践行“一线工作法”的缩影。

巴陵大地，春风和畅，一股实干担当、干事创
业的热潮扑面而来。

攻坚克难，关键时刻顶得住
“一线工作法”诠释的是一种担当精神，就是

要激励各级党员干部守土尽责， 关键时刻冲得
上、顶得住、打得赢。

“加快岳阳发展，关键在党、在干部、在作
风。”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说，“要坚持领导带头，
让责任上肩，把担子担稳，将工作做实。”该市抓
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将党建、小康、扶
贫、防汛抗旱、综治、安全生产、人口计生、拆违治
违等8个联系点合而为一，市领导带头蹲点沉底、
解剖麻雀。一年来，市领导平均下基层110多次，
有80多天工作在一线。

去年4月，岳阳市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明确了“一个问题、一名牵头市级领导、
一套方案、一支队伍、一抓到底”的机制。市委、市
政府负责人深入生态环境治理任务最重的地方会
诊、调度，形成“头雁效应”，带动各级干部攻坚克
难。全市出动执法人员3万多人次，关停拆除散乱
低效泊位42个、 渡口13道， 码头复绿42.3万平方
米，提前1个月完成关停任务。 荩荩（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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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唐善理
通讯员 左亚军 黄崇县 乐水旺

清明时节，晨雾袅袅，微风依依，永州市蓝山
县湘江源瑶族乡野狗岭，修竹茂林间喷涌而出一
汪清泉，一路向北，广纳溪流汇聚成湖湘儿女的
母亲河———湘江。

永州不但是湘江源头，而且境内湘江河段长
达515公里，占湘江总长度的54.32%。从空中鸟
瞰，515公里湘江两岸绿色簇拥，水流清澈见底。

永州市委书记严华向记者介绍， 这些年，永
州严格按照省委、 省政府保护湘江水资源的要
求，按照省委书记杜家毫在考察湘江源时作出的
“保护湘江首要是保护好源头”“要确保湘江北
去、漫江碧透”的指示，大力治理湘江源头，推进
绿色发展。目前，境内湘江流域水功能区水质达
标率100%， 出境水质连续70个月稳定在Ⅱ类水
标准以上，水环境总体质量居全省前列。

各方参与像保护眼睛一样守护湘江
前不久，有则消息引起广泛关注，履新不久

的永州市党政主要领导带头深入湘江调研，巡江
护水。

湘江水长清的背后，得益于永州市构建“政府
主导、企业参与、社会支持、志愿者监督”的护水新
格局。近年来，永州市对湘江实施最严保护，市里
出台《永州市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实施办法》
等，将湘江保护与治理纳入市政府对县区政府、市
直部门绩效评估内容，逐项逐条明确责任领导、责
任部门、责任人员。在全省首推“政府河长+民间河
长”的“双河长制”，吸纳241名“民间河长”和一批

“河库段长”“河库守护者”， 带动900多个社区、学
校和志愿者团队，共同参与水环境治理与监督。

今年以来，“民间河长”和广大志愿者走进
社区、学校，举行保护母亲河科普展、水环境知
识培训等活动，唤起人们保护饮用水水源地意
识。 荩荩（下转3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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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龙山
县石羔街道干比社
区， 农民在田间进
行施肥和除草作
业。清明时节，该县
农民抢抓农时开展
春耕生产， 田间地
头一派忙碌景象。

曾祥辉 摄

清明时节
劳作忙

4月6日，游客和市
民在长沙市橘子洲景
区休闲游玩。当天是清
明小长假第二天，三湘
大地春暖花开、桃红柳
绿， 人们纷纷出游踏
青，享受春光美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傅聪 摄影报道

春光美
乐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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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4月5日，湖南日报社时政微信公众号“湘
伴”，以《可以学！“湘西经验”这样刷屏央媒，
辐射全国……》为题，对近期中央媒体挖掘精
准扶贫的“湘西经验”进行了集中推送。

湖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深入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以十八洞村为
样板， 探索出一条可复制可推广的精准扶贫

好路子。近期，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等中央媒体纷纷聚焦习近平总书记
“精准扶贫” 首倡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挖掘湘西州精准扶贫故事，探寻精准扶贫“湘
西经验”。

3月30日， 新华社以长篇通讯+时评+短
视频的融合报道形式， 对湘西州精准扶贫经
验进行重点推介。3月31日，《人民日报》 在头
版报眼位置推出长篇通讯《扶贫走新路 春雨

润湘西》，同时配发评论《精准扶贫的湘西经
验》。3月31日晚， 央视新闻联播用2分多钟播
出新闻报道《湖南湘西：聚焦精准 决战脱贫
攻坚》，用生动的画面、原汁原味的语言，讲述
精准扶贫的“湘西故事”。

省直各媒体有关负责人表示， 中央媒体
挖掘“湘西经验”，为各地深入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带来启发， 也为湖南媒体宣传报道脱贫
攻坚工作提供了新的思路。 荩荩（下转3版④）

为脱贫攻坚构筑强大舆论声势
———省直新闻媒体践行“四力”助推脱贫攻坚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上午，

26位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来到宁乡市流沙河镇
开展扶贫助学和产业帮扶活动。在流沙河镇草冲
中学举行的捐赠仪式上，深圳市力嘉龙科技集团
董事长曹力农等爱心企业家向流沙河镇200位
贫困学子及40个贫困家庭捐赠现金55万元。

捐赠仪式现场， 企业家们与30位特困家
庭学生结成帮扶对子， 长期帮扶。 爱心企业
家、 深圳百科集团董事长王云辉与学生谢莲

结成了帮扶对子。交谈中，王云辉了解到，谢
莲学习刻苦，品学兼优，去年还获得了年级第
一的优异成绩。谢莲告诉王云辉，自己的梦想
是当一名作家。 王云辉鼓励她为自己的梦想
努力拼搏。据悉，结成帮扶对子后，企业家们
将从经济上和精神上两方面对受助学生开展
长期关注和帮扶。 来自北京的爱心企业北京
航翔广告有限公司也参与了现场捐赠。

深圳市力嘉龙科技集团董事长曹力龙是湖

南籍企业家，也是此次活动的组织者。他表示，
此次回湘助学，是为了响应湖南发起的“户帮户
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活动，同时也是通过
为贫困家庭的优秀学子加油鼓劲， 帮助他们放
飞梦想。当天，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一行与流沙
河镇政府举行了产业对接座谈会， 在帮助宁乡
土花猪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销售，以及
支持发展当地特色农业、乡村旅游业、康养产业
等方面达成多个合作意向。 荩荩（下转3版③）

26位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
来湘捐资助学

并与受助学生结成长期帮扶对子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施泉江）今
天下午，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下沉市
州督导工作动员会议在长沙召开。 督导组
组长吴玉良、副组长马瑞民出席并讲话，督
导组总联络人刘文主持。

吴玉良指出，扫黑除恶重点在基层，督
导工作只有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真正
取得实效。 各小组要高度重视下沉督导工
作， 以严细深实的作风推动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向纵深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对
照党中央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要
求，发现问题、补齐短板，帮助地方改进工
作。要坚持重心下移，深入市州、县区、街
乡、村居，听故事、看数据、找问题，广泛接

触群众，掌握第一手资料，了解扫黑除恶工
作实情。要强化纪律意识，严守政治纪律、
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生活纪律、保密纪律，
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实施细则精神，
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切实转变工作
作风，自觉维护中央督导组良好形象。

马瑞民表示， 此次下沉市州督导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要求高，全体工作人员要
强化政治意识，严守政治纪律，重大问题及
时请示汇报，管好自己一言一行；要强化服
务意识，加强分析研究，摸透问题根源，把
督导工作做好做实；要强化大局意识，树立
“一盘棋”思想，明确责任定位，加强工作配
合，高质量完成督导工作任务。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下沉市州督导工作动员会议在长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