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蒋耀明

5月下旬， 位于江西省的井冈
山、瑞金、于都等革命老区迎来了一
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是来自长沙统
战系统“百人会”的部分组成人员。

听党史、 上党课、 表初心……
“这是一场庄严的洗礼、一次崭新的

出发。”行程中，“百人会”有成员这
样感慨。

这也是自去年7月由长沙市委统
战部牵头组建以来，“百人会”参加社
会实践活动的一个缩影。成立不到一
年，“百人会”通过引导新的社会阶层
人士密切联系群众， 积极建言献策，
把长沙统战“同心圆”画得更大，成为
我省统战系统的一张靓丽名片。

近日，记者走近“百人会”，揭开
她的“魅力之纱”。

优中选优成就“百人会”品牌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

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
涌现出一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

长沙市委常委、 市委统战部部
长谭小平向记者介绍， 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是由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
管理技术人员、 中介组织和社会组
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新媒体从
业者组成。

“这些年，长沙市委统战部一直
致力于把这部分人中的优秀代表引
领起来、团结起来，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于是组建了‘百人会’。”谭小平
告诉记者。

为真正遴选出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中的优秀代表，去年初，长沙市委
统战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征集、
推荐， 收到了各单位推荐的1000多
人的名单。 荩荩（下转7版②）

新华社北京 6月 9日电 为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入，根
据中央要求，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纲
要》）一书，已由学习出版社、人民

出版社联合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
行。

《纲要》共21章、99目、200条，
近15万字。 全书紧紧围绕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
想这一主题，以“八个明确”和“十

四个坚持” 为核心内容和主要依
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有
助于广大干部群众更好理解把握
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基本内容、
基本要求，更加自觉地用以武装头
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纲要》

内容丰富、结构严整，忠实原文原
著、 文风生动朴实， 是全党开展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
的重要学习材料，是广大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
物。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纲要》出版发行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记者 孟
姣燕 ） 今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6月 7日至 6月 9日端午节假日期
间， 全省文化和旅游市场运行平
稳，文化旅游活动精彩纷呈。全省

共接待游客1580.72万人次， 实现
旅游总收入109.15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5.18%和12.21%。全省纳入监
测的 123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385.65万人次， 实现营业收入

2.3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2.3%和
20.62%。

“粽情”端午，文旅“飘香”。以
祭祀屈原、 赛龙舟等为主题的文
化旅游产品推陈出新， 深受广大

游客喜爱。在通道侗族自治县，原
生态侗歌表演、芦笙踩堂、纺纱织
布展示、龙舟赛等特色活动，为游
客提供了休闲好去处； 龙山县举
行的土家族舍巴日活动， 奉献了
一场原汁原味的土家文化盛宴；
汨罗市“我们的节日·端午 ”系列
活动暨第十五届中国汨罗江国际
龙舟节， 为小长假增添了浓浓的
节日氛围。 荩荩（下转3版①）

“粽情”端午 文旅“飘香”

端午节假日湖南旅游揽金逾百亿元

湖南日报评论员

“我们不能一面有繁荣的城
市，一面却是落后甚至衰落的乡村。”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明
确指出：现代农村是一片大有可为的
土地、充满希望的田野。“乡村振兴看
岳阳”系列报道，展示岳阳在特色产
业和扩大就业等富民渠道上着力，焕
发田野的活力；在公共服务和村民自
治等社会治理上发力，提升村民的动
力；在人居环境和乡风文明等多个维
度上用力，展现乡村振兴的魅力。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是重点。君
山区钱粮湖镇的小龙虾，每天光电商
平台就能卖到一万份；华容县三封寺
镇墨山铺村， 农民手中的一蔸芥菜
“酸爽”海内外……农业发展、产业兴
旺，需要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吃饭
农业”到“品牌农业”的蜕变。

外提“颜值”，内聚“气质”。农村
“空心房” 现象导致大量土地长期闲
置、生态环境的破坏，不仅造成土地
资源的浪费，更成了美丽乡村的“伤
疤”，岳阳探索整治“空心房”，让村民
再次认识身边一砖一瓦的“价值”，加
深对“乡愁”的理解和认同；同时聚焦
地净、水清、村绿、房美等10件具体事
情，在加大公共服务建设中重新“发
现乡村”。墨山铺村的徽派建筑、西长
村的花海环绕、广坪幸福新村的稻田
公园，不搞千篇一律，村落带有各自
的“记忆点”。充分发掘乡村的个性和
特色，融入生态理念、历史传统、民俗
文化等元素，才能根牢魂定，孕育出
村落的独特气质与性格。

乡村的核心是人，乡村振兴的目

的是为了人，因而必须充分发挥人民
的主体作用。岳阳市1580个村级环境
卫生理事会，推动农村人居环境共治
共建共享，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仅靠
村干部和党员“单打独斗”的局面，坚
持“农民要什么，我们干什么”，人居
环境整治的过程让群众参与、效果让
群众检验、成效让群众受益，振兴乡
村赢得群众拥护，形成了合力。

“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
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移
风易俗，既是改变行为习惯，更是价
值观念的升华。过去，人情泛滥、彩礼
如山等现象频见报端， 大操大办、铺
张浪费之风触目惊心。汨罗市武夷山
村900多位老人自愿签订协议， 承诺
百年后进行火化、简办丧事，得益于
红白理事会、 文明劝导队的循循引
导。由此可见，只要方法得当、尊重农
民感情， 熟人社会的约束并不会消
失，精神纽带的“人情”仍在延续。湘
阴县燎原村突出观念引导和行为约
束作用， 村民不仅自觉遵循村规民
约，还把“国恩甚厚，岂能顾私”的左
宗棠家规家训牢记心间。拥有丰富多
彩、健康向上的文娱生活，厚实饱满
馥郁、邻里守望的精神世界，广袤的
乡村就能凝聚起更多积极向上的力
量。

乡村振兴，既要有“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的美丽风光，更应有“开
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和乐景象。
岳阳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遵循乡村
建设规律，找到发展“金点子”，全省
都应有所借鉴、有所探索，点滴积累，
日有所进，让乡村振兴绘就出现代版
的“富春山居图”。

绘好现代版
“富春山居图”

湖南日报6月9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苏文波 罗飞虎）6月4
日， 记者来到衡阳市石鼓区角山镇角
山村，只见排排樟树在柏油路旁挺立，
绚丽的太阳花躲在树下竞相绽放；一
座座居民楼色泽一致，干净整洁……
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靓丽景象。

村民段家隆家的房前屋后，去年
还是杂草丛生之地。如今，随着石鼓区

全面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他家也
悄然发生改变： 门前的黄泥路成了柏
油路，淤泥阻塞的沟渠如今清流汩汩，
一旁乱堆放的垃圾山已不见踪影，取
而代之的是垃圾分类回收箱……段
家隆告诉记者， 政府还补助了他家
1400余元用于旱厕改造。 随着村里
基础条件越来越好，来角山村休闲旅
游的市民越来越多。荩荩（下转3版②）

“四位一体”机制共建美丽家园
石鼓区全面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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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9日宣布： 应吉
尔吉斯共和国总统热恩别科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
12日至14日对吉尔吉斯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比什凯
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蒙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6月14日至16日出席在杜尚别举行的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
访问。

习近平将对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
要》的通知。全文如下：

党的十九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
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宪
法修正案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宪法，实现了党和
国家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 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是党和人
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
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引向深
入，根据党中央要求，中央宣传部组
织编写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
称《纲要》）。党中央认为，《纲要》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了全面系统阐述， 有助于更好
地理解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
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党中央同意印
发《纲要》（由中央宣传部统一印
发），作为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各级党委（党组）要坚持不懈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组织全体党员认真读原著、 学原
文、悟原理，并紧密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纲要》纳入
学习计划，作出周密安排，开展多形
式、分层次、全覆盖的学习培训。要
在多思多想、学深悟透上下功夫，深
入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
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义，深
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
内涵、实践要求；在系统全面、融会
贯通上下功夫， 深刻把握这一思想
贯穿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不断提高马

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知行合一、学
以致用上下功夫， 大力弘扬理论联
系实际的优良学风， 更加自觉用这
一思想指导解决实际问题， 切实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推
动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

要通过广泛的学习宣传阐释工
作，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入人心、 落地
生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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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梦不懈奋斗。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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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RIBAO 文明之光照亮复兴之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纪实

6月9日，长沙市湘府
路快速化改造工程跨万
家丽路高架主线桥施工
现场，施工人员放弃端午
假日休息，加班加点抢抓
施工进度。目前，湘府路
快速化改造工程京港澳
高速以西段主线已全线
贯通。预计本月底，湘府
路快改花侯路以西段主
线桥梁可具备通车条件，
9月底全线达到通车条
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有个“百人会”
———长沙市创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纪实

假日施工忙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芥菜龙虾葡萄竹器桃花酱干
甜酒， 黄茶百香花果芬芳这里应有
尽有……”连日来，一首节奏动感的
《岳阳小镇》歌曲传唱于巴陵古城，不
仅唱出了岳阳人心底的家乡味道，也
为岳阳特色小镇建设鼓与呼。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动力。去
年来， 岳阳市立足生态优先、 绿色发
展，利用资源优势，实施市场导向与奖
补激励，创建20个产业强、环境美、品
牌响，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特色小镇，
预计到2020年，20个特色小镇创建镇
主导产业产值将超过170亿元。

5月30日至31日，记者随“乡村
振兴看岳阳”采访团深入一个个特色
小镇， 感受乡村振兴的火热场面，感
知乡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小镇“挑大梁”，赋能特色产业
“乡村振兴，关键要有产业支

撑。”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表示。岳

阳通过特色小镇建设，实现产业集
聚，打造“鱼米之乡”升级版，促进
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
展。去年8月，岳阳出台《创建农业产
业化特色小镇工作方案》， 明确创建
镇必须形成1个有特色的主导产业，
有1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和1个以上
知名品牌；要求各县（市）区每年整合
涉农资金2000万元， 支持特色小镇
建设。

2月13日，该市对首批创建成功
的特色小镇进行命名授牌。华容县三
封寺镇、临湘市羊楼司镇、君山区钱
粮湖镇分别被命名为芥菜小镇、竹器
小镇、龙虾小镇，每镇获得奖励200
万元。

特色小镇一举成为岳阳农业产
业发展的“领头雁”。市政府与友阿集
团、步步高集团等多次举行产销对接
洽谈， 组织65家龙头企业亮相中部
（湖南）农业博览会；在2018年湖南贫
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
动中，岳阳市特色小镇优质农产品现
场签约达6.9亿元。 荩荩（下转7版①）

特色小镇耀巴陵
■乡村振兴看岳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