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
讯员 邓竹君 寇冠乔）“太酷了， 不要登机
牌，刷脸就登机了。”6月3日10时许，长沙
黄花国际机场T1航站楼9号登机口处，准
备乘坐国航CA1344航班前往北京的高先
生，“刷脸”通过了自助登机门。

当天，黄花机场T1航站楼自助登机门

全面投入运营， 标志着机场全流程“无纸
化”乘机服务再次升级。

记者看到，T1航站楼的10个登机口处，
分别新安装了一套自助登机门系统，与高铁
“刷脸” 进站的闸机相似。 旅客在屏幕提示
后，进入闸机通道，对准摄像头，稍等数秒，
便完成了“刷脸”登机。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6月3日讯（记者 刘勇）省防
指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岳阳、常德、益阳三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组织相关单位依法依
规开采补充防汛抢险砂石， 足额储备防汛
抢险物资。

通知指出， 今年我国气象年景总体偏
差， 国家相关部门预测长江中下游发生大
洪水为大概率事件。 为积极应对今年可能
发生的洞庭湖区大洪水， 经请示省政府同
意，岳阳、常德、益阳三市可通过应急开采
补充防汛抢险砂石（以下统称“本次应急开
采”），确保足额储备到位。

通知要求， 三市防指要高度重视本次

应急开采，抓紧落实好谁来采、在哪采、采
多少、谁管理等，迅速展开工作，依法依规
备足今年的防汛物资，确保防汛急需。

三市要根据本地防汛特点， 科学布局
防汛应急抢险砂石定点储备及“以船代仓”
“以车代仓”的数量和地点，依法依规拟定
本次应急开采方案。 应急抢险砂石储备和
开采方案由市级统筹，县级审批、实施。

本次应急开采的砂石须登记造册并实
行专砂专用，只能用于防汛抢险，不得挪作
他用，不允许流入市场。汛期结束后，未使
用完的砂石留作防汛物资储备。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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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垃圾
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实行垃
圾分类，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关系节
约使用资源， 也是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
体现。

习近平指出，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
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
要加强引导、因地制宜、持续推进，把工作做
细做实，持之以恒抓下去。要开展广泛的教育
引导工作， 让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实行垃圾

分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通过有效的督促引
导，让更多人行动起来，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
惯，全社会人人动手，一起来为改善生活环
境作努力，一起来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作贡献。

习近平十分关心垃圾分类工作。2016年
12月， 他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研
究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强调要加快建立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
垃圾处理系统， 形成以法治为基础、 政府推
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的垃圾分

类制度， 努力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
习近平还多次实地了解基层开展垃圾分类工
作情况，并对这项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行垃圾分类制度，全
国垃圾分类工作由点到面、逐步启动、成效初
显，46个重点城市先行先试，推进垃圾分类取
得积极进展。2019年起，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全面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到2020年底46
个重点城市将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2025年底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将基本建成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近日， 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活动标识。

活动标识以数字“70”和代表国家形象
的国徽五星及天安门作为设计核心元素，紧
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主
题。活动标识中，“70”设计成翻开历史新的
一页的视觉效果，突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
崭新形象，寓意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中华民族奋力谱写新篇章。“7”的造型
又像节日的彩带，其飘动的效果与醒目的金
色立体国徽五星及天安门所在的圆形构成
了一动一静的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历史的厚
重感，又蕴含了重大节日的欢庆气氛。

活动标识可广泛用于各地各部门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环境布
置和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用品制作。

湖南日报6月3日讯 （记者 贺佳 ）今天，
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等省领导专程来到“半条
被子”故事发生地———汝城县沙洲村，追忆红
色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开展学习讨论，对中
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寻根问本， 这也标
志着我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正
式拉开帷幕。杜家毫强调，要把深入开展“半
条被子”等革命传统教育作为抓实抓好“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激励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筑牢理想信念， 高举革命
旗帜， 牢记根本宗旨， 坚持不懈加强党的建
设，推动主题教育深入开展，以一往无前的奋
斗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乌兰、黄兰香、王少峰、胡衡华、谢建辉、
张剑飞、李殿勋、刘莲玉、易鹏飞一同参加。

车抵沙洲村，杜家毫、许达哲一行参观了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和“半条被
子”故事发生地旧址，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述“半条被
子”故事的视频讲话，通过珍贵文物史料回顾

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早期领导工农
革命运动以及红军长征过境汝城时的历史，
同时详细了解3位女红军把仅有的一条被子
剪下一半留给村民徐解秀的感人故事。在陈
列馆前坪广场，矗立着一座中国共产党党旗
雕塑。面对党旗，杜家毫带领其他省领导一
起重温入党誓词， 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
广场。

参观结束后，省领导就地开展学习讨论。
大家表示，“半条被子” 的故事之所以感人肺
腑， 就在于充分彰显了我们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生动体
现了我们党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
与共的“鱼水深情”，凝结其中的伟大革命精
神，历久弥新、永不过时。我们要大力弘扬“半
条被子”精神，将其转化为“守初心、担使命，
找差距、抓落实”的强大力量，转化为做好湖
南各项工作的实际行动。

杜家毫在学习讨论中说， 弘扬“半条被
子”精神、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保持
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 锤炼绝对忠诚的政

治品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 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
者、忠实践行者；就要高举革命旗帜，敢于担
当负责，勇于推进党的自我革命，积极投身三
大攻坚战主战场、创新开放最前沿、产业项目
建设第一线， 以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推动全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就要牢记党的宗旨，把群众观点和群
众路线根植于思想中、落实到行动上，认真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着力保障和改
善民生，让所有三湘父老都能致富奔小康、过
上好日子， 以实际行动告慰在这片红色土地
上播撒革命火种的先烈； 就要传承发扬党的
优良传统，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的各项
建设，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
我提高。 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锻
炼，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带头破除
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 带头遵守廉洁从政各
项规定，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干事、秉公用权、
廉洁齐家。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省领导赴“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
推动全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入开展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通讯员 陈聪 易果

提前订货、签约电商、改良品质。
所有一切，只是希望这个冬天，不再重复

过去椪柑滞销的故事。
2019年春节前， 湘西州保靖县和泸溪县

两地的椪柑大丰收，果农却开心不起来，他们
日夜在为椪柑的销路发愁。数据显示，泸溪县
去年椪柑总产量达19.6万余吨，最多时，库存
积压的椪柑达11万余吨； 保靖县去年椪柑总
产量为6.4万吨，最多时有4万多吨椪柑积压在
果农家里。

5月下旬，记者在保靖采访，保靖县农业
农村局柑橘办主任金贤生还向记者回忆去年
寒冷的滞销之冬：“我们天天晚上守在电脑边
上统计还有多少椪柑没有卖出去， 哪怕销出
50公斤椪柑，办公室里的人都特别高兴。”

今年，湘西州的果农们在忙什么？
记者沿酉水河而上， 来到保靖县比耳镇

比耳村，村里漫山遍野都是柑橘苗，树枝上已
经挂起了青色的小果。

估计今年又是丰收年， 我们开春就在为
今冬的销售做准备了。金贤生告诉记者。

今年2月底，“苏宁—湘西州椪柑合作基地”
揭牌仪式在保靖县迁陵镇杨家村他沙椪柑种

植基地举行，苏宁拼购和小店一口气“承包”了
10万亩椪柑。 济南市历城区东西部协作帮扶，
岳阳市对口帮扶保靖，益阳市对口帮扶比耳镇，
保靖县已经早早和这些地区的商超取得联系，
一旦椪柑上市，就能很快登上当地商超的柜台。

此外， 保靖县的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湖南鑫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也助力销售
深加工。 该厂的流水线每天可加工柑橘250吨，
浓缩后的果汁全部销给外地的饮料公司。此
举也为销售滞销椪柑起到积极作用。

除了拓宽销路，更关键一招是：产品改良，
简言之就是：椪柑改脐橙。

荩荩（下转6版②）

记者在扶贫一线 椪柑滞销之后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吴广

农村垃圾向何处去？ 这个大难题岳阳
近年一直在探索。

岳阳市的经验是：推进垃圾“减量化、
资源化、无害化”“三化”。6月3日晚，岳阳市
农业农村局局长孙志诚告诉记者， 他们通
过实施农村垃圾“三化”，今年前5个月，共
清理农村生产生活垃圾47万吨，无害化处
理率达98%。

农村垃圾分类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必由
之路， 更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农
村垃圾分类处理，岳阳动手早。”岳阳市农
业农村局新农村建设科科长李建中对记者
说，2012年，岳阳就制定下发了《农村环境
整治工作实施方案》，形成了奖惩兑现的考
核机制。

去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将整治农村
“脏乱差”作为乡村振兴的“第一场硬仗”来
打。先后出台《岳阳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
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推进村庄
清洁行动集中攻坚实施方案》；成立由市委

书记刘和生、 市长李爱武负总责的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指挥部， 抽调150名市直
干部组建50个工作队， 每个工作队联系1
个乡镇，办好1个示范村，统筹社会力量整
治人居环境；各县（市、区）参照市里模式，
也派出工作队蹲村督促， 实现了派驻工作
的全覆盖。

垃圾不可避免， 重要的是给它们找出
路。岳阳摸索出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
化”的垃圾消化思路，在全市形成了“户分
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全链条生活
垃圾处理模式。李建中说，如今，每500人
或100户设置一名保洁员， 全市已配齐
16792名农村保洁员， 确保了农村垃圾日
产日清。

垃圾并非废品，点石可以成金。在推进
“垃圾资源化”的实践中，岳阳强力实施发
电、沤肥、回收与粉碎利用。目前，正在加速
推进垃圾发电工程建设，云溪区、湘阴县、
汨罗市各1家改扩建工程建设如火如荼，年
底可以投运。

荩荩（下转6版①）

不用登机牌“刷脸”可登机
黄花机场T1航站楼全面应用可“刷脸”通行的自助登机门
今年底实现“一个二维码通行”的全流程“无纸化”乘机

省防指要求湖区三市

依法依规开采补充防汛抢险砂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识。 新华社发

秧田如镜
6月2日，永顺县松

柏镇三坪村，刚种下秧
苗的稻田犹如一块块
镜面镶嵌在万峰丛中。
松柏镇土地富饶，盛产
优质稻米， 素有湘西

“粮仓”之称，获得全国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松
柏大米主要产自该镇。
2018年，该镇水稻种植
面积1.4万亩， 年产松
柏大米1.12万吨， 产值
450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朱玉文 摄影报道

垃圾“三化” 环境美化
———“乡村振兴看岳阳”系列报道之二

从岳阳实践看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
■三湘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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