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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暖风轻抚西柏坡，又是一个春天。
70年前的3月，党中央从这个背靠太行山

的小村落动身前往北平。 毛泽东同志意味深
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都希
望考个好成绩”。

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下“赶考”
脚步。神州大地上，一幅幅壮丽的发展画卷在
描绘，一部部感天动地的奋斗史诗在书写。

奋斗，不负使命荣光
一份喜报，令人欢欣：2018年9月，西柏坡所

在的平山县脱贫出列，摘掉32年的“贫困帽”。
70年前，中共中央进城前夕，在西柏坡召

开七届二中全会，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
“两个务必”的号召，警示着一代又一代共产
党人。

“巩固脱贫成果、加快转型升级、治理生
态污染等，都是摆在我们面前严峻的考题。我
们要加快步伐，努力走在前面。”平山县委书
记李旭阳说。

李旭阳清晰记得，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西柏坡， 同干部和群众座谈时的
场景———

“总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平山
党员干部，带头坚持‘两个务必’，把谦虚谨
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的要求落
实到履行职责的各个环节， 以实际行动取信
于民。”

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从“两个务必”的见
证者到践行者， 老区的党员干部用扎扎实实
的行动，为伟大精神写下生动鲜活的注脚。

今年51岁的陈国平， 曾长期担任西柏坡
镇梁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1996年上任伊始，面对特大洪灾，陈国平

带着班子成员和壮劳力组成“工程队”，苦干
100多天，修复了道路，新造耕地100亩。

2009年，梁家沟村启动新民居建设，陈国
平主动选了最差的一块宅基地。建设旅游路、
打造红色旅游小镇，需要拆迁，陈国平和3位
村干部率先拆了自家房子。

有着51年党龄的西柏坡村老支书闫文
进， 对记者清晰流利地背诵出“两个务必”。
“共产党员就是干事创业的，就是为人民服务
的，要牢记‘两个务必’，把自己的考卷答好，
西柏坡人更要如此。”

时代，日新月异。奋斗，永不停歇。
西柏坡镇人均耕地少， 又处在水源保护

地范围内，生态保护的压力和责任重大，能有
今天的发展，靠的就是党员干部带头。

去年村“两委”换届，西柏坡镇16个村有
11个换了党支部书记，干部队伍更加年轻化。

荩荩（下转3版）

奋斗的足迹
———来自西柏坡的蹲点报告

湘声

从2013年底我省实施 “两供两治”
（供水供气， 污水和垃圾治理） 工程以
来，全省城乡环境基础设施面貌发生了
重大改变，城乡人居环境得到了明显改
善，但总体而言，这块短板仍然存在。

比如，有的地方特别是县城供水能
力有限，间歇性停水情况比较多；有的
水量解决了，水质却不尽如人意；有的
城市排水管网标准偏低，一来暴雨就开
启“看海”模式；有的住宅小区建好了，
但污水管网没接入、 处理设施跟不上，
造成黑臭水体难以消除，等等。这其中，
既有历史欠账较多、建设资金少等客观
因素，也有一些领导干部政绩观出现偏
差的主观原因。

进入新时代， 人民群众对生态、安
全、环境等有了更高的期盼。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各级党委政府必须挑起千斤重担，加快
补齐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短板，让老百姓
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
好的人居环境。

补齐这块短板， 关键要在建设提

标、治理增效上聚焦发力。一方面，我们
要全面推进既有供水供气、垃圾污水处
理设施提质改造，推动城乡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另一方
面，要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惯
性思维， 坚持岸上治理与岸下治理、分
段治理与流域治理、突击治理与日常管
护、治标与治本相结合，推动污水垃圾
治理从“末端处理”向“系统治理”转变。
过去抓设施建设，我们往往把重点放在
县以上城市，对乡镇、村组关注不够，导
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下一步，要以新建
设施为重点，按照“县以上城市重点补
短板、提质量，县以下乡镇突出补空白、
扩容量”的要求扩面延伸，集中力量消
除城乡环境基础设施“空白现象”。

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既是攻坚
战，也是持久战。省里即将出台的指导
意见，已明确到2021年城乡环境基础设
施建设目标以及安全供水、 气化湖南、
污水治理、垃圾治理、黑臭水体整治、智
慧建设增效等六大工程。我们要保持定
力，咬定目标任务不放松，干一件、成一
件，持续发力、久久为功，让人民群众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快补齐城乡环境
基础设施这块短板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下午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来华访问的缅甸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习近平说，中缅“胞波”情谊源远流长。当前，中缅关系
总体向好发展，各领域、各层次交流合作不断扩大，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取得新进展。中方高度重视中缅关系，不管国
际风云如何变幻，愿一如既往同缅方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
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给两国
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共同为地区稳定和繁荣作
出贡献。

习近平说， 中缅军事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军要深化务实交流合作，共同打造基
于互信互利、 并致力于维护两国共同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两

军关系。
习近平说，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关注缅北形势发

展，希望缅方同中方相向而行，进一步强化边境管理，共同
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敏昂莱衷心感谢习近平主席拨冗会见。他说，缅中两国
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两国两军关系始终保持良好发展。缅
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缅国家和军队发展建设给予的宝贵
支持，感谢中方支持缅国内和平进程。缅方欢迎、支持并愿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各领域务实合作，采
取切实措施维护缅中边境地区稳定。

中央军委委员、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等
参加会见。

习近平会见缅甸
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娟）全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万
亿元，一批优秀电商企业茁壮成长，电商与
传统产业融合步伐加快， 农村电商发展成
效明显， 跨境电商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8年，我省电子商务蓬勃发展、亮点频
闪。省商务厅日前正式发布《2018年湖南
省电子商务报告》。

据统计，2018年， 湖南省电子商务交

易额10623.10亿元， 同比增长27.12%。其
中，网络零售额（B2C、C2C）2041.11亿元，
同比增长31.14%；企业间电子商务交易额
（B2B）8581.99亿元，同比增长26.20%。

一批优秀电商企业成长起来， 涵盖金
属材料、社区电商、智能配件、家纺服装、美
妆护肤、母婴用品、家用医疗器械、农村电
商、旅游服务等领域。

荩荩（下转2版）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聂和俊 张剑南 肖俊

清明假期，张家界游人如织。在暖阳照射
下，美丽风光宛如一幅绚烂的画卷。在旅游行
业各条战线，一个个旅游从业者来回穿梭，一
枚枚党徽熠熠生辉， 他们用热情迎接广大游
客，为美景增添了别样风情。

张家界以旅游立市，“两新”组织中，大部
分为旅游企业与旅游团体。2017年来，张家界
将党建工作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在“两新”
组织中抓党建强引领，开展服务全域旅游创
优良形象、优质服务、优秀业绩的创“三优”
活动，打造出“旅游党建”新名片。绽放在青
山绿水间的“党建之花”，进一步推动了全市
旅游产业发展， 两年间， 旅游接待人次连破

7000万、8000万大关。

一名党员就是一座“连心桥”
“欢迎大家乘坐‘高健号’党员示范船……”

4月6日，在宝峰湖景区的“高健号”上，游客饱
览山水胜景。 高健是宝峰湖景区的共产党员
和普通员工，曾在冬天为救落水的韩国游客，
差点献出生命。

高健只是活跃在张家界旅游行业的“两
新”组织3000多名党员中的普通一员。“两新”
组织中的共产党员穿行在各个景点、 接待沿
线，按照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有问必答、
有难必帮、有诉必果，比创新、比发展、比贡献
的要求，缩短服务游客“最后一公里”。

“推进两个覆盖，拓宽服务领域。”张家界
市委书记虢正贵表示， 全市着力推进党的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提高“两新”党建与旅游
发展的耦合度，将党旗插在山间、亮在广场、
舞在幕前、映在湖面、飘在路上。

为此， 张家界市成立全市旅游窗口行业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吃住行购娱”旅游
五要素，统一抓好景区景点、客运、休闲娱乐、
旅行社、旅游购物、酒店餐饮6类行业的“两
新”组织党组织建设。同时，在全市旅游窗口
行业广泛设立五类岗位， 即在核心景点设党
员义务咨询台，在景区沿线设党员志愿服务
队，在游客服务区设党员示范岗，在游客生
活区设党员责任区，在客运车队设党员先锋
号。目前，全市共在旅游窗口行业设立党员
责任岗620个，2450名党员广泛认领岗位并
作出承诺。

荩荩（下转8版）

“党建+”助推旅游“加速跑”
———张家界打造“两新”组织“旅游党建”名片纪实

70年前，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迈开“进京赶考”的步伐。一个
崭新的中国向着世界昂首走来！

70年砥砺奋进，神州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共产党
人的答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恢弘铺展。

同庆新中国华诞，不忘奋斗初心。即日起，新华社开设“壮丽

70年·奋斗新时代”栏目，集中推出系列报道，深刻反映70年来社
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和宝贵经验， 揭示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讲述普通人与新中国同成长、共命运的动人故事，激
发干部群众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 凝聚新时代团结
一心、艰苦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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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9日，长沙市麓山南路湖南大学段，机动车在刚刚放开交通的路面上行驶。目前，长沙地铁4号线湖南大学站土建施工基本完工，
因施工被围挡三年多的麓山南路湖南大学段路面围档拆除，于当天放开交通，麓山南路新民路至王家湾段全面恢复通行。小图为地
铁湖南大学站站口。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麓山南路湖南大学段恢复通行

省商务厅发布《2018年湖南省电子商务报告》

我省电商交易额去年首破万亿大关

导 读

� � � � 湖南日报4月10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上午，北京、湖南两地政协打破空间限
制，通过互联网远程连线交流，京湘两地委
员共话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这次两地政协
通过互联网平台共同开展网络协商， 在全
国属首次。 目的在于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 拓展协商议政渠道， 相互借鉴工作经
验，推动政协工作提质增效。北京市政协主
席吉林，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活动。

北京市政协秘书长严力强、 湖南省政
协秘书长卿渐伟出席活动。

此次京湘两地政协网络连线活动，是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
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 拓展政协协商民
主形式的重要探索。本次活动设有北京、湖
南两个主会场，两地还分别设置了5个分会
场。通过主会场连线、外场视频连线、微视
频等形式，胡彬彬、罗可大等湖南省政协委
员介绍了湖南省政协在政协云建设、 微建
议办理等工作的经验。北京市政协通过“市

民对话一把手·提案办理面对面”、“委员听
民意”、“模拟政协”等活动，对新时代政协
工作提质增效进行了大量有益探索。

李微微说，北京市政协的工作历来有特
色、有亮点、有品牌，在搭建协商平台、开展
专项民主监督、提案办理、委员队伍建设等
方面做得有声有色。这两年推出的“政协e事
厅”、“提案办理面对面”等履职品牌，在全国
都有很大的影响，值得湖南学习借鉴。我们
将认真整理、充分吸收，把这次远程连线交
流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湖南政协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

吉林说， 湖南省政协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创新工作方法，拓展履职领域，特别是
通过政协云打造“不落幕的政协全会”，探
索出了一条“互联网+”时代的委员履职新
路子， 实现了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 希望双方能够常来常往， 互相学习交
流，同心协力共铸高质量，推动政协事业不
断向前发展。

京湘两地委员
共话政协工作提质增效
北京湖南两地政协首次网络连线

吉林李微微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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