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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蒋杰霖 杨锐

春风传佳音。
4月19日，省扶贫办公布了《湖南省人民

政府关于同意新邵等13县脱贫摘帽的批复》，
地处湘西南山区的会同县榜上有名。

会同推进县乡村教育均衡优质发展，走
出了一条“穷财政”办“富教育”的路子，成为该
县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大亮点。

这个地方，最美的风景在校园
走进会同城北学校，花红柳绿，流水潺潺。

造型别致的艺术楼、宽敞漂亮的塑胶跑道、现
代化多媒体教室、 安静整洁的图书室……抬
眼所见，让人心旷神怡。

“校园美丽，教室宽敞，我的孩子在这里
读书。”县城的士司机梁军指着城北学校自豪
地说，在会同，无论城区，还是乡村，学校都是
一道最美的风景。

听闻会同的学校建得好，一次，市领导来
调研，担心县里“规划路线”，决定自己选点，
到全县最偏远的金子岩侗族苗族乡小学看看。

走了两个小时山路后，一座投资3500万元、
容纳近700名学生的现代化小学展现在市领
导面前，教室里设备先进，老师都安排了可拎
包入住的周转房，孩子们笑脸如花。

而在两年前，这所学校的情形还是简陋
不堪：上课靠挤，吃饭只能站，住宿两人钻
一铺。

会同尽管穷，对教育投入却舍得下本钱。
办学质量在怀化市有名的会同一中，条

件设施长期垫底。
荩荩（下转9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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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王传殊）连日来，张家界市36名市级领导深入
桑植县38个深度贫困村，访贫问苦，干在实处，
向“脱贫摘帽出列”目标发起总攻。

桑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是张家界脱贫
攻坚主战场的“硬骨头”。今年初，张家界市出
台举全市之力支持桑植县打赢脱贫摘帽攻坚
战的意见，在创新机制、资源配置、工作推进
等方面实行政策倾斜，确保如期脱贫摘帽。

张家界市党政主要负责人亲力亲为、靠
前指挥。 市委书记虢正贵把洪家关白族乡水
田坪村作为“联乡包村”脱贫责任点，今年来
三进洪家关白族乡， 问产业发展、 问困难诉
求；市长刘革安深入陈家河镇仓关峪村，了解
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目前，该市36名
市级领导分别与桑植县23个乡镇、38个深度
贫困村实行“联乡包村”，共走访600多人次，
摸排问题1300个，解决问题800个。

张家界以投入强度保障桑植县扶贫力
度。市财政拿出4000万元，用于教育扶贫、健
康扶贫、危房改造、就业扶贫等到户扶贫政策
落实。按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思路，将市
级农业产业化40%的项目资金，投向茶叶、棕
叶、烤烟、蔬菜等产业，建立产业与贫困户利
益联结机制，确保贫困群众稳定增收。市直各
行业加大对桑植县项目资金倾斜支持力度。
今年共安排桑植县的中央和省级专项扶贫资
金达2亿元，实施产业项目220个，新修8个村
级卫生室、村民文体广场项目，计划完成35个
贫困村道路建设及自然村公路通达任务。

张家界还引导社会组织、企业参与支持。
全市共有15家商协会和176家会员企业结对
帮扶桑植县124个贫困村，累计投入资金近10
亿元，惠及贫困人口3万多人。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 省长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
会议，部署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和洞
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有关
工作，通报国务院扶贫办考核情况，研究部
署支持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全面推行行政执法“三
项制度”、 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等工作。

会议学习贯彻《湖南省中央生态环境保
护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
督察反馈意见》。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自觉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落实
中央环保督察要求，作为检验“四个意识”强
不强、“四个自信”坚不坚定、践行“两个维护”
坚不坚决的具体行动。要切实较真碰硬，从严
从实整改，对照督察组反馈意见，拉条挂账、
制定方案，确保如期交账。要切实举一反三，
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落实污染防治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年度任务，发挥好河长制、湖
长制作用， 建立健全长效机制， 完善相关立
法，抓好问题整改。要明确责任、挂牌督战，坚
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以实际行动让中

央放心让全省人民满意，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通报国务院扶贫办考核情况。会议强调，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
重要论述，把打好脱贫攻坚战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强化“精准扶贫”首倡地的责任担当。
要聚焦反馈问题，认真彻底整改，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既不盲目扩面提
标，又牢牢守住底线。要切实转变作风，坚决
扭转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坚决反对数字脱
贫、虚假脱贫，对工作不落实的严肃追究责
任。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种子法〉办法（修订草案）》《湖南省环境
保护条例（修订草案）》《湖南省实施〈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法〉办法（修订草案）》，修改完善
后提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强调，要提高
种业创新能力，完善种业扶持措施，加强种子
市场监管， 加快创建国家生物技术和种业中
心，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种子等违法犯罪
行为。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严格环境

保护监督管理， 切实将各项环境保护工作纳
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夯实环境保护各方责
任，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加快推进生态强
省建设。要树牢创新发展理念，营造良好创新
生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推动科技成果高效
转化，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全面推行行政执
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
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方案》《关于支持湘南
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的若干政策》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深化改革实施方
案》。会议强调，要进一步转变执法理念，完善
执法制度和程序，全面落实执法责任制，切实
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确保“三项制度”在各级
行政执法机关全面推行。 要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引导作用， 坚持绿色
承接，深化开放合作，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引
进创新团队和创新人才， 高质量推动示范区
建设和发展，不断取得阶段性成果，打造全省
发展重要增长极。 要持续优化工程项目审批
流程， 积极推进部门协同， 复制推广先进经
验，做到审批事项全集中、服务事项全进驻、
电子监察全到位。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5月6日就俄罗斯一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
梅捷沃机场紧急迫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员
伤亡向俄罗斯总统普京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 惊悉贵国一
架客机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紧急迫
降时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并以我个
人的名义，对遇难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受
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慰问。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此向俄
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致慰问电， 向遇难
者表示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
慰问。

就俄罗斯一架客机紧急迫降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习近平向普京致慰问电

湖南日报记者 朱永华

凤凰县禾库镇素有养牛的传统， 养牛
多，牛肉好。而今，那边的养牛户更“牛”了。
怎么个“牛”法？县扶贫办的同志有意“打埋
伏”：“去看看就知道了。”

5月5日，尽管下着雨，好奇心仍然驱动
着记者前往凤凰县城40公里外的“西部重
镇”禾库。

才出县城十多公里， 就找到了上山的
感觉：汽车一路爬坡攀升，道路两旁早已没
了稻田和平地， 郁郁葱葱的是各种叫不出
名的树木。视线抬升处，便是层层叠叠、连
绵起伏的山峦。车行至离县城30公里处，
就到了禾库集镇。 这是一片上万人的集
中聚居区。县扶贫办的同志说，禾库镇辖
区很大，绝大多数是苗民，很多人散居在
偏远的村村寨寨。 闭塞羁绊了人们的脚
步，贫穷限制了当地苗民的想象。对于相
当多的禾库人来说，这里就是他们心中的

“城市”，有些老人一辈子到过的“大地方”
就是这里了。

再向西行，又上长坡。数公里的兜兜转
转后，便是有名的“牛村”了。“牛村”有好多
个， 盘干村是其中之一。 高高低低的沙土
坎、弯弯曲曲的乡间小路、零零星星的石头
房， 构成了典型的湘西乡村画面。 刚进村
口， 远处台地上一栋白顶的钢结构房子突
兀而立。县扶贫办的同志笑着解开谜团：这
是新式牛栏， 也是这里的养牛人比以前更
“牛”的地方。前年开始，扶贫工作队给村里
引进了青禾畜牧业有限公司， 现在村民养
牛的胆子更大了，连牛也住进了“洋房”。

村委会主任龙生付介绍， 禾库镇远离
城市，没有工业，但是空气清新、水草肥美，
养出的牛是集市上的抢手货。 盘干村人祖
祖辈辈养牛，一家生计系于牛一身。当地人
流传着一个说法：“一头牛管口粮， 两头牛
上学堂，三头牛进银行。”

荩荩（下转9版②）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
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19年第
二次会议。他强调，要强化政治担当、直面
突出问题、精准采取措施、迅速行动整改，
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及洞
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深入开展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
以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绩实效让党中央放
心、让人民群众满意。

副省长陈文浩，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
席。

会议听取了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
看” 及洞庭湖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反馈
意见整改工作有关情况的汇报， 原则通过
了《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年工作方
案》《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年夏季攻势”
任务清单》《湖南省贯彻落实〈长江保护修
复攻坚战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湖南省污
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办法》和《中央生态
环境保护督察“回头看”及洞庭湖生态环境
保护专项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方案》。

许达哲指出， 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指导， 坚决扛起污染防治攻坚战和生
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坚持狠抓污染防治不松劲、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不动摇、 守住生态底线不开口
子，立规矩、明要求、下禁令，让绿水青山成

为湖南的亮丽名片，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70周年。

许达哲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发现
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作为考验各级党政
干部党性、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准，持续抓
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及“回头看” 反馈问
题、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水污染防治
法执法检查发现问题整改落实， 一个堡垒
一个堡垒攻克，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要
深入开展“夏季攻势”，以落实污染防治攻
坚战三年行动计划为统领， 统筹抓好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城镇黑臭水体整治、乡镇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清理划定、 工业园区污
水处理、 畜禽水产规模养殖污染整治、小
水电清理整改、 自然保护区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治等工作。 要强化督查督办和
考核验收，严格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
责”“三管三必须”要求，落实污染防治攻
坚战责任分工,健全环保督察及突出环境
问题督导机制， 对中央交办问题公开挂
牌督办，对整改不力、进展滞后的，采取
曝光、通报、约谈、问责等措施 ,推动污染
防治责任落实、 任务落实。 要动真碰硬、
严格标准、精准施策，大力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严肃追责落实不力、不担当不
作为、 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等问
题，打掉乱采乱挖乱伐乱排背后的“保护
伞”，斩断非法利益链条。

�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谢莎婷）我国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磁浮运营线———长沙磁浮快线投产运营
3年，运送旅客近千万人次，商业运营获得
成功。

湖南磁浮交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今天
披露称：长沙磁浮快线自2016年5月6日开
通试运营以来，累计开行磁浮列车146547
列次，运营里程273.5万公里；共计运送旅
客916.54万人次， 日均客流8370人次，其

中，2018年10月4日创下14501人次的单日
客流峰值。

2002年12月，中德合作的全球首条高
速磁浮线在上海浦东试运行， 受到全球瞩
目。2013年，我省决定在长沙建设中低速磁
浮项目， 以此推动我省具有先发优势的磁
浮技术产业化。工程于2014年5月16日开工
建设，连接长沙火车南站和长沙黄花机场，
全长18.55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

荩荩（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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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2019中国(长沙)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 还有8天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落实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及专项督察反馈意见
研究支持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等工作

记者在扶贫一线 “牛村”访牛

我国首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磁浮运营线成功驶向“商业化”

长沙磁浮快线3年运送旅客近千万

交通枢纽建设
全力推进
5月6日， 长沙汽车

南站综合交通枢纽项目
工地， 正在进行外部装
修的主站房（图①）以
及装修基本完工的候
车厅（图②）和售票大厅
（图③）。 该项目按国家
一级客运站标准规划、
建设、运营，总用地217
亩，于2015年11月底动
工。目前，包括主站房、
备班楼、 到站楼在内的
主体工程已完工， 正在
全力推进内外部装修。
预计下半年竣工并投入
试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周建平：从矿工到“天宫”匠人

打造“湖湘工匠”新生代
为“一带一路”产业经济合作提供新动能

� � � �许达哲主持召开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
会议强调

以强烈的政治担当责任担当
扎实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湘籍航天人

① ③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