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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9中国(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还有10天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4日向泰王国国王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习近平在贺电中表示， 值此陛下加冕
之际，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
我个人的名义， 向你和泰国人民致以诚挚
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你是中国人民的老

朋友，长期关心支持中泰友好事业。我高度
重视中泰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继续
弘扬中泰传统友谊，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
得更大进展。祝泰王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安康。

习近平向泰王国国王
哇集拉隆功致加冕贺电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
员 周东平）“五一”小长假，锦绣潇湘惹人醉，
全省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今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截至5月4日
14时，全省假日期间共接待游客2322.31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97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20.89%和24.59%。其中，过夜旅游者474.25
万人次，同比增长17.79%。

新老景区人头攒动。全省纳入监测的130家
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827.68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5.37亿元。5月2日，韶山景区、衡阳双水湾生
态旅游区，5月3日，岳麓书院、橘子洲景区、韶山
景区，5月4日，平江旅游区均超过最大日承载量。

乡村旅游持续火爆。 通道皇都侗文化村

系列趣味民俗、农耕园抢鱼、亲水平台原生态
侗歌表演、 纺纱织布展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众
多游客前来体验。郴州市田园变公园、劳作变
体验、农房变客房，农业采摘、特色民宿等丰
富的乡村游产品， 让游客走进乡村、 品味农
韵、寻找乡愁。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
山惹巴拉、永顺杉木河、花垣十八洞、古丈墨
戎苗寨等乡村旅游景区（点）各具特色，赏花

采摘、体验乡村民俗的游客纷至沓来。
全省各地假日旅游活动精彩纷呈，城市休

闲游、自驾游、红色旅游、森林康养游、旅游演艺
等旅游业态丰富了假日文化旅游产品，旅游业
对餐饮、住宿、购物等带动作用显著提升。

全省共接到旅游投诉45件， 其中有效投
诉23件、旅游咨询22件。目前，所有投诉均已
妥善受理，假日期间旅游市场秩序总体良好。

“五一”小长假 湖南旅游嗨翻天
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0.89%和24.59%

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
员 文毅 刘爱明）“数据众筹、问题众治、应用
众包、产业众创。”近日，记者到株洲经开区云
龙大数据产业园采访， 华录数据湖项目投资
方中国华录集团控股上市公司北京华录总裁
林拥军高兴地说。

今年，我省启动开展大数据产业发展“三
年行动”， 云龙大数据产业园被列入全省战略
布局优先发展，近期规划近3平方公里，总投
资900亿元，全速推进湖南数字经济创新（孵
化） 园区、 湖南大数据产业集聚园区建设，倾
力打造“数据洞庭湖”。

华录数据湖是去年我省“沪洽周”重点招商
引资项目，占地200亩，投资40亿元，按照城市
数据湖基础设施、蓝光生产线、园区开发与运营
3大区块构筑， 建设1500PB存储及200台云计
算节点数据湖产业园。 支撑海量存储能力的光
磁一体的蓝光存储核心技术，具备“海量、绿色、
生态、安全”等特点，寿命达50年到100年，目前
全球仅中国华录集团和日本索尼公司掌握。

华录数据湖已建光磁一体164PB存储试验
湖， 在建500PB存储示范湖， 并建设全球第五
条、我国大陆第二条蓝光光盘生产线。中国移动
（湖南）大数据中心占地279亩，将建成省级大数
据存储中心，打造湖南大数据自有平台品牌“潇
湘云”。二者正携手建设南方最大的数据存储中
心，力助湖南建设“数据洞庭湖”。

株洲市乘势推动“动力株洲”数据融城，依
托城市数据湖解决方案， 在株洲地区率先形
成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产业化。株洲经开区（云
龙示范区）党工委书记蔡周良表示，创新锻造
“湖存储提级”“大数据赋能” 联动钥匙， 开启
“数据之都”未来之城，推动大数据链式产业千
亿集群崛起。

4月15日，在2019“港洽周”上，该区签到这
次湖南投资额最大的株洲平安绿谷项目， 总投
资300亿元。至此，近年来，中核集团、绿地集团、
平安集团等数家世界500强企业， 以及多家数
据湖生态联盟企业及中科院数据协同创新、传
感科技谷等大批数据产业项目争相落户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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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4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阳伟书 刘晓宇）4月底，娄底市财政局组织工
作人员，对钢铁、水泥、电力等市场开展风险
预警评估，及时为当地企业提供风险参考。通
过建设“大财源”、发展“大产业”、强化“大征
管”，娄底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近年来，娄底狠抓财源培植、产业壮大、
结构调整。成立全市财源培植工作领导小组，
出台财源培植的考核奖励、实施细则、企业帮
扶等机制，对重点企业实施人才、技术、品牌、
质量和管理等培育，形成支柱财源坚强稳固、
新兴财源发展强劲的良好局面。

该市将单一的财税征管转变为财税服
务。将市本级与各县市区同步对接，打破以往
“各自为战”的方式，实现市县一体、信息共
享、统筹调度、分区治理。通过“一户式”数据
查询和大数据分析研判，打破信息孤岛，形成
网格化税源管理台账，方便企业办事。开发房
地产、用电、用水等行业和增值税、企业所得
税、 个人所得税等税种的立体式预警模型20
余个，及时推送和反馈预警信息，帮助企业提
升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

娄底把产业发展和经济提升作为保障财
税收入的重中之重。一方面，推动传统支柱产
业提档升级，围绕建设“钢铁新城”目标，重点
推进薄板深加工、汽车零部件、钢铁及不锈钢
配套产业基地建设，打造千亿钢铁产业集群。
另一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实施重大科技专项
扶持，培育新兴动能，已建成完整的高端汽车
板生产链条，助推电将军、三迅新能源、湖南
利钢等一批新能源、新材料企业竣工投产。同
时，建强工业园区，形成了装配式建筑、新能
源电池及储能等12个特色产业集群， 打造出
移动互联网、军民融合等10大特色产业园，产
业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季度， 该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
成21.83亿元，同比增长14.57%，增幅居全省
第一；地方财政收入中，税收占比61.67%，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3.31个百分点， 收入质量居
全省市州第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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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春到深处春意浓。三湘大地，一场公益
扶贫行动正如火如荼展开。 在脱贫攻坚进
入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湖南省文明办、省
工商联、省扶贫办、省妇联等单位在3月底
联合发起了“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
康”活动，汇聚脱贫“微力量”，让脱贫致富
的春风吹进每一个贫困山村， 给贫困乡亲
带去社会的温暖，鼓足他们前行的信心。

众人拾柴火焰高。26位粤港澳大湾区
企业家不远千里， 来到宁乡市流沙河镇开
展扶贫助学和产业帮扶活动； 宜章企业家
谢运良把残疾员工当“宝贝”，让上百名残
疾人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浏阳市来坪村党
员干部授人以“技”，指导村民种植罗汉果，
依靠产业带领全村稳定脱贫；怀化“科技达
人”杨月珍带领一帮贫困乡亲“发笋财”；辰
溪企业家蒲彦将扶贫车间开到贫困村，让
超过1200名贫困群众挣钱持家两不误；永
州各县市区认领 “微心愿”“一帮一”“一帮
多”“多帮一”等帮扶活动正往深里走、实里
做……活动开展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户帮
户 亲帮亲”的暖流，让不少困难群众的生
产、生活条件得到了一定程度改善。

单丝不成线，独木难成林。脱贫致富不
仅仅是贫困地区的事，也是全省的事；不仅
仅是政府的事，更是全社会的事。这场互助
脱贫的爱心大合唱汇聚了街道、 社区、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多方力量，有政府部门为
贫困户送去补助， 有爱心企业为贫困村送
去项目，有技术人才向贫困乡亲手把手“授

之以渔”，源源不断的仁爱善举，向贫困地
区汇聚。大家尽己所能，各使其力，用实实
在在的行动帮助贫困群众拔掉穷根。

这场动员全省各界力量的爱心扶贫活
动，在构建“社会扶贫”大格局中体现了许多
可贵之处。首先，坚持政府引导，积极搭建参
与平台，完善服务网络，实现了社会帮扶资源
与帮扶对象的有效对接。同时，这次活动不搞
行政命令， 不搞任务摊派， 不搞固定结对帮
扶，充分尊重了社会组织、团体、个人与贫困
群众的意愿。此外，帮扶活动聚焦的是全省未
脱贫的深度贫困户， 重点对那些因病因残致
贫、就学负担重致贫，孤寡老人、留守儿童，生
活居住条件差等贫困人口进行精准帮扶，紧
缺什么就帮什么，不提不切实际的目标，切实
惠及最需要帮扶的贫困群众。可以说，这既是
助推扶贫攻坚工作的“增量”，同时是发扬乐
善好施、 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 弘扬邻里友
善、守望相助文明乡风的具体实践。

户帮户、亲帮亲，是一场旨在动员起全
社会力量参与的“爱心众筹”，是一场跨度
长达两年的重大行动， 需要见微知著的实
功， 更需要持之以恒的韧劲。 切忌蜻蜓点
水、雨过地皮湿；更要防止启动轰轰烈烈，
过程断断续续，效果马马虎虎。

今天，本报再次刊发活动倡议书，旨在
再鼓劲再加油， 进一步激活全社会的爱心
善意，进一步汇聚扶贫攻坚的“微力量”，从
而把善事办好、 把好事办实、 把实事办长
久。如此，才能真正让每一个需要帮扶的贫
困家庭感受到社会关爱的雨露滋润， 换来
脱贫致富的好光景。

汇扶贫微力量
换致富好光景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春深时节，生机勃发。在脱贫攻坚进入

攻城拔寨的关键阶段， 省精神文明建设指
导委员会办公室、省工商业联合会、省扶贫
开发办公室、 省妇女联合会面向我省深度
贫困地区和特困户开展的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活动， 真诚期待您的响
应、参与和支持。

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离不开党委、政
府的坚强领导，离不开贫困群众的自强自立，
也离不开全社会爱心人士的善行义举。 弘扬
扶贫济困、邻里相帮、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
您关注的目光、亲切的问候、扶助的善举，将
让贫困乡亲获得更多前行的力量、 改变的勇
气，感受更多社会的温暖和春的希望。

在此，我们向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倡议：
在守望相助上使力。倡导乡亲帮乡亲、

乡邻帮乡邻、先富帮后富，从身边做起、从
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把关爱投向贫困家
庭，让远亲不再远，让近邻更加亲。

在慷慨捐赠上使力。 倡导踊跃参与扶
贫募捐、爱心扶贫，把富余衣物、家具、电器
捐送到贫困户家中，以小善积厚德，以小爱
显真情。

在扶智扶志上使力。 倡导为贫困户授

一门好技能、 送一个好项目、 教一种好方
法，发挥榜样示范、思想开导和精神激励的
作用，让贫困乡亲增强摆脱贫困的手段、信
心和斗志。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
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让我们伸援
助之手、献大爱之心、兴友善之举，帮助贫
困乡亲拨亮生活之灯、照亮前行之路，共同
拥抱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湖南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湖南省工商业联合会
湖南省扶贫开发办公室
湖南省妇女联合会

2019年3月

■相关链接
省文明办：0731-82689489
省工商联：0731-85537552
省扶贫办：0731-82212487
省 妇 联：0731-82217900
中国社会扶贫网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专栏：https://www.
zgshfp.com.cn/pages/hactivi鄄
ties.html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倡议书

湖南日报5月4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王紫伦）《我和我的祖国》、《光荣啊，中国
共青团》……今天，由团省委等单位举办的
湖南省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青春之歌”交
响音乐会在长沙举行，14个高水准节目抒发
了青年群体对祖国的热爱、对青春的歌颂。

音乐会以歌曲《我的祖国》拉开序幕，在
合唱《光荣啊，中国共青团》中落幕。期间，长
沙交响乐团、 湖南师范大学天籁合唱团、中
南大学交响乐团、湖南省红领巾合唱团以及
我省的部分优秀青年歌唱家， 以交响乐、独
唱、合唱、朗诵、情景音乐剧等形式，先后演

奏了《青春方向》、《五月的鲜花》、《归园田
居》、《节日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苔》、
《祖国， 慈祥的母亲》、《我爱你中国》、《茉莉
花》、《黄河》、《我和我的祖国》、《我们的新时
代》等节目。参演艺术家们优美的唱腔、精湛
的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5月4日晚，由共青团湖南省委主办的湖南省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青春之歌”交响音乐会在湖南省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喻景文 摄影报道

奏响青春之歌
湖南省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音乐会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王章倩

湘潭市霞光社区， 一位行动不便的
老人有个“微心愿”：保姆回家几天，希望
有人帮忙做晚饭，聊聊天。老人的邻居认
领后，实现了老人的“微心愿”。另一位老
人的“微心愿”是：想把窗帘换洗一下，可
是自己年纪大了，儿女不在身边，希望有
人帮忙。一位大学生及时认领，洗好了窗
帘。

3月，省文明办、省志工办发出通知，在
全省开展为期两年的“认领微心愿，争当圆
梦人”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随着这一
活动在各市州深入开展， 一个个温馨的小
故事，在三湘大地上演。据不完全统计，截
至4月底，全省征集“微心愿”5万多个，已实
现近4万个。

心愿虽小， 但对困难群众
来说是实实在在的问题和难题

“黄老，我给您修电源插座来了！”3月
11日中午， 娄底市娄星区长青街道甘子
冲社区党员刘峰，利用午休时间，帮助78
岁的社区居民黄更洲更换了家里损坏的
4个电源插座。此前一天，他从社区在职
党员志愿服务群了解到黄更洲老人的需
求， 经营电器业务的他主动认领了老人
的心愿。

2016年， 娄底市面向城乡精准扶贫
户、低保户、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困难群
体，开展“党员进基层·情暖微心愿”志愿
服务活动， 倡导广大机关在职党员为群
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荩荩（下转2版）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温馨小故事 拳拳大爱心
———湖南各地开展圆梦“微心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