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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肖军 黄巍

青山如黛，碧水盈盈。
4月的怀化，水润山青，暗香浮动，像一

幅被国画大师遗落在人间的佳作。穿行在这
片神奇的土地， 一个个感人的教育故事，如
一串串动人的音符， 汇成了一曲春天交响
乐。一种蓬勃的力量正在这里生长。

“不让一个‘山果’掉队”
怀化地处武陵山区， 经济相对落后。但

近5年来，怀化对教育的投入却很超前：累计
投入财政教育资金360多亿元， 年均增长
11.5%，超过7成向农村、边远、薄弱学校倾
斜，财政教育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始终
保持在17%以上。如今，在怀化，最好的房子
是学校，最美的风景在校园。

今年4月，记者在怀化采访，大家不约而
同地讲起了一个“山果”的故事。

2017年9月，一篇网络文章《山果》引起
了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的关注。这篇文章讲
述了来自贫困家庭的小姑娘“山果”卖核桃
的感人故事。彭国甫感慨：“我们怀化市13个
县（市、区）都是贫困老区县，还有839个贫困
村、41.7万贫困人口， 有多少个类似于‘山
果’这样的孩子？有多少个‘山果’用自己稚
嫩的肩膀，挑起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重担？”

当年9月4日，怀化市向全体党员干部发
出题为《为了“山果”，我们一起加油干》的倡
议书：“我们党员干部的责任还很重大。建议
大家用心好好品味《山果》，不仅以强烈的政
治责任感，而且怀着真情深情和爱心，用脑
用力，精准精细，较真碰硬，把各自的脱贫攻
坚工作抓实在抓到位。”

很快，这封倡议书在怀化各界引发热
议。“不让一个‘山果’掉队”“让‘山果’拥有
美好明天”“让更多的‘山果’绽放如花笑
颜”……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山果”，关心“山
果”的命运。

经过大讨论， 怀化上下很快形成了共
识：“握紧拳头干大事，集中资源和力量加快
教育事业发展。” 荩荩（下转9版）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产业园2017年投资建设以来，一期去
年投入使用，二期今年也将完工并启用。”近
日，郴州市临武县宝玉石文化产业园项目负
责人介绍，项目集通天玉、香花玉、舜珑玉、
矿晶等宝玉石公盘交易、加工、展览、商贸、
旅游等于一体，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去年
来入驻珠宝玉石企业100多家， 交易额累计
达12亿余元。

郴州处在南岭成矿带上，被誉为“世界
有色金属博物馆”“中国观赏石之城·矿物晶
体之都”“中国银都”。全市已发现矿产140多
种，其中钨、铋、锡、石墨等保有储量居世界
或全国前列。全国近一半的矿物晶体产自郴
州，微晶石墨储量占世界的70%；年产黄金近
10吨、白银近9000吨，年加工提炼的白银占
全国总量40%。近年,该市又发现储量丰富的
玉石资源，包括通天玉、黄蜡玉、香花玉、舜
珑玉、汉白玉、湘南红、墨玉等，红黄蓝绿墨
青紫应有尽有， 是名副其实的宝石王国。矿
博会永久落户，使郴州矿物宝石产业发展迎
来新机遇。

近年来，郴州以矿博会永久落户当地为
契机，进行专题招商引资，引进中国五矿、中
国建材等29家央企，及具有有色金属完整产
业链的世界500强企业正威集团等， 启动了
郴州国际矿物宝石文化产业园、国际矿产资
源交易中心、郴州石博园、高档石材创意加
工基地等项目建设。目前，该市正全力建设
以矿物宝石经济为主导，集会展经济、旅游
经济、金银珠宝、文化创意于一体的矿物宝
石经济带。如郴州国际矿物宝石文化产业园
开建以来，先后引进金贵白银城、东谷银墨
商城、夫上玉艺、通天珠宝等宝玉石加工企
业入驻；特别是今年30多家从广东等地转移
过来的翡翠玉石加工企业落户园区，进一步
形成了产业集群。

如今，郴州市已形成以矿物宝石、金银
首饰及工艺品为主导，以工艺美术、展会博
览为配套的矿物宝石产业链。矿物宝石产业
成为郴州首个突破千亿产值的产业，相关企
业已发展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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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刘永涛 孙振华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圆满落
幕了。5月18日下午，展馆清场后，只剩下工
作人员在漫长而宽阔的廊道穿梭。

展馆重回寂静。
耳畔似乎依旧人声鼎沸。
这是一次全球工程机械行业的盛会。24

家世界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企业参展参会。
参展商中，22%为国外企业，27%为湖南企
业，51%为省外企业。

这是一次收获颇丰的行业盛会。交流、采
购、交易，4天时间，现场订单和采购金额超过
200亿元。

这是一次工业与文明、 产业与城市碰撞
交融的盛会。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
世界级工程机械展会激情拥抱，产、城、展融
为一体，“工程机械之都”更加星光璀璨。

这是一次展示当下、 邀约未来的行业盛
会。“巨头”与“新秀”汇聚，产品智能化、操作
无人化、设备环保化等趋势更为明晰。

这是一次赚足了眼球、 赚够了人气的盛
会。100多家境内外媒体，400余名记者全方
位、立体化报道传播，让展会声名远扬。

国务院原副总理马凯参观展览时肯定长
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起点高、影响大、有特色，
为工程机械行业搭建了一个互鉴互学、 对接
合作的良好平台。

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让“工程机
械之都”与世界同行，离“世界级工程机械产
业集群”梦想更近。

力与美完美结合 ，为 “工程
机械之都”写下最强劲有力的注脚

4天展期，1150家全球工程机械企业的
众多“新品”和“尖货”，身着“盛装”，在同一场
地争奇斗妍、一展雄姿。

这些展品，翻山越岭、漂洋过海，无论路
程有多远、行进有多难，都一往无前，只为能
在“工程机械之都”长沙，与世界同行，和观众
来一次美丽的邂逅。

荩荩（下转4版）

湖南日报深圳5月19日电（记者 龙文泱）
5月18日，光明日报社联合经济日报社在第
十五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
会期间发布了第十一届“全国文化企业30强”
名单。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芒
果超媒股份有限公司和湖南电广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等3家湖南文化企业进入行列。张
家界魅力文旅发展有限公司首次进入提名
企业名单。被认定企业数量是湖南历届以来
最多的一次。

近年来， 特别是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以
来，湖南加快文化强省建设步伐，按照要求
加快构建文化创新体系，打造以影视出版为
重点的文化创意基地、以“锦绣潇湘”为品牌
的全域旅游基地。2018年以来，省委、省政
府加快文化强省建设顶层战略设计，在全国
率先出台《关于加快文化创新体系建设的意
见》，提出建设五个子体系的目标任务。出台
《广电、 出版等省管企业改革重组方案》，召
开推进广电出版深化改革工作会议，以湖南
广电、湖南出版为龙头，推进了新一轮省管
国有文化资源整合重组， 将原有8家省管国
有文化企业整合为5家。 以湖南广电为龙头
和引爆点，着力打造千亿级的马栏山视频文
创产业园，培育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打造
“中国V谷”。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战略决策，我省
持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与资本市
场对接， 推动完善文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推

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着力建设全域旅
游基地品牌线路。发挥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示
范效应，加快推进一批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较好的项目建设。通过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
瞻性的实践探索， 大大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
产力， 逐步形成了全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
荣的新局面，取得了文化强省建设新成绩。

湖南文化地位稳步提升。中国人民大学
发布的“中国省市文化产业发展指数”，湖南
文化产业综合指数连续两年排名第七，影响
力分项指数排名第六，文化产业成为我省经
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改革重组
后，湖南广电、出版加快发展，经营规模与效
益稳中趋好，稳中向优。目前国家广电总局
批复同意设立中国（长沙）马栏山视频文创产
业园， 园区入选国家第三批文化与科技融合
示范基地，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集聚文化
企业300多家，2018年全国排名前10的网络
综艺节目中， 有8部出自该园区制作团队。全
省上市文化企业达8家，居中西部前列。长沙
获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并成为中部地区
首个国家级文化出口基地。2018年，全省接待
国内外旅游者7.53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8355.73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2.5%和16.49%。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王琳）18日以来，湘中以北和湘西地区发
生一轮移动性强降雨过程。 其中，18日8时
至19日20时，株洲、湘潭、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怀化、岳阳、张家界、邵阳局地暴雨，
最大为株洲市55.3毫米，点最大降雨为株洲
市攸县鸾山镇鸾山215.0毫米。 共69县（市
区）783站降雨超过50毫米， 全省累计降雨

5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4.2万余平方公里。
受此次降雨过程影响，沅水中上游干支

流发生了涨幅3—5米的洪水过程，湘江一级
支流洣水中上游炎陵县及茶陵县境内发生
了涨幅4米左右的洪水过程，株洲、湘潭、岳
阳境内部分河流发生了2—3米左右的洪水
过程。

荩荩（下转11版③）

� � � � 湖南日报5月19日讯（梁可庭 孟姣燕）
今天是第九个“中国旅游日”。由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 各市州文化和旅游部门协办的
2019“中国旅游日”湖南分会场活动在长沙
拉开帷幕。全省各地捧出了丰盛精美、诚意
满满的“文旅大餐”，101个景区推出惠民旅
游措施。

本次活动主题为“文旅融合，美好生活”，

重点突出“非遗+旅游”和文明旅游宣传。现
场推介了大湘西和大湘东13条文化旅游精
品线路。来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也门、越
南的留学生向湘绣代表性传承人、长沙窑铜
官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皮影艺术代
表性传承人、长沙弹词代表性传承人，行拜
师献茶礼，开启了湖湘非遗文化之旅。

荩荩（下转11版②）

未来，更加精彩
———写在2019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闭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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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第十五届深圳文博会

湖南文化强省建设步伐加快
中南传媒、芒果超媒、电广传媒进入“全国文化企业

30强”行列，魅力文旅获提名

�“中国旅游日”湖南分会场活动启幕

101个景区推出惠民措施

湘中以北和湘西发生强降雨
沅水中上游干支流及湘江支流 水出现较大涨幅洪水过程

5月19日，桂东县沤江镇侃大村，民居错落有致，道路干净整洁。近年，该村贯彻乡村振兴战略，对山、水、
田、林、路、产业、民居等进行“重组”，把路修到家门口，把水引到户，引进见效快、收益高且生态环保的产业
进村。目前，百姓富、生态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朝气蓬勃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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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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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发展

� � � � 新华社北京5月19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隆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泛组织
开展“我和我的祖国”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
活动的通知》， 对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作出安排
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紧围绕隆重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力弘扬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全国城
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着重增强仪式感、参与感、
现代感，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 讲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充
分宣传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光辉历程、伟大成就和
宝贵经验，突出宣传展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
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全方位、 开创性历史成
就，发生的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激励和
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立足本职岗位作
贡献， 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通知》提出，要广泛开展各类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一是学习体验活动。精心
设计推出学习体验线路，引导干部群众就近
就便开展实地考察、国情调研，观城乡新貌、

看身边变化。二是主题宣讲活动。广泛组织
开展百姓宣讲活动， 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
感，讲好履职敬业、追梦筑梦、奋斗圆梦的故
事。举办系列论坛，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相关领域
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主题
宣讲。三是共和国故事汇活动。动员老战士、
老同志、老专家、老教师、老劳模等讲述亲身
经历，开展读主题图书、看主题影视剧活动，
组织社区诗歌会和“时代新人说———我和祖
国共成长”演讲比赛，讴歌英雄事迹，弘扬革
命精神。四是缅怀革命先烈活动。集中开展
祭扫烈士墓、敬献花篮、宣读祭文、瞻仰遗物
和继承先烈遗志宣誓活动， 组织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少先队员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
组织青少年暑期参加红色主题夏令营、 体验
营等，体验革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五是先
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最美
奋斗者”，组织干部群众深入走访慰问。六是
同升国旗、 同唱国歌活动。 从现在到今年年
底，每天早上7时，各级广播电台、电视台在主
频率、主频道整点播放国歌。各级党政机关、
人民团体、大型企事业单位、全国城乡社区和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 国庆前后要举行隆重
的升国旗仪式，在国庆长假期间要悬挂国旗。
鼓励居民家庭悬挂国旗。 各级各类学校要教
育学生了解国旗、 国徽和国歌的历史和精神
内涵。七是主题作品征集展示活动。围绕“我
和祖国共成长”， 征集评选展示一批主题鲜
明、 体裁多样的优秀作品， 传播主流价值理
念。八是“开学第一课”教育活动。聚焦“我和
祖国共成长”， 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 荩荩（下转11版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
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广泛组织开展“我和我的祖国”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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