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郑斌宾）6月21日，第22届“芙蓉学子”大型
公益活动启动仪式暨湖南希望工程助力脱贫
攻坚大型公益行动走进郴州活动在湘南学院
举行。

“芙蓉学子”大型公益活动，是由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主办的知名公益品

牌。活动自1998年开始实施，22年来累计捐助
款项1.85亿元，共资助、奖励3.2万余名“芙蓉
学子”、1158个优秀团队。2019年，项目将继续
捐赠1500万元实施第22届“芙蓉学子”大型公
益活动，全国将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新
疆建设兵团） 的2000名大学生个人和20所高
校100个高校团队获得奖励资助。 活动包括
“2019年度大学新生助学行动”“第十四届榜

样力量优秀大学生评选活动”和“芙蓉学子·
品牌英雄”文化项目，用于资助高考二本以
上（含二本）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且家庭
经济困难的应届本科新生（西藏、 青海、新
疆、宁夏、甘肃等地标准放宽到大专），以及
在大学生中评选社会实践、自强不息、公益
行动、经济管理、学术创新五个方面的青年
榜样等。

此外，湖南青基会向郴州团市委捐赠260
万元，用于贫困学生助学和希望小学援建、救
灾、志愿服务等项目。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张卉宇

6月16日中午，阵雨方过，池塘微澜起伏，
檐下积雨滴落。

在宁乡市双江口镇白玉村，78岁的李秀
芳老人抱着竹篮穿过厨房，来到屋外的菜地。
一排排菜架藤上的黄瓜、豆角、丝瓜衬着豆大
的水珠，长势正好。

李秀芳身手利索地在藤下采摘， 身后的
小孙女依依跟着跑， 手上抓着一颗硕大的西

红柿，咬得满嘴是红红的柿汁。
“我家依依以前最怕回乡里了，她说最不

喜欢黑漆漆的粪缸和臭烘烘的菜地。 我们也
怕她摔着，很少让她回来住。上个月把厕所改
干净后， 她经常闹着要来奶奶家摘果子。”李
秀芳看着孙女，笑得格外开怀。

城里孩子愿意回乡，农村居民过得舒坦，
“厕所革命”在其间发挥了很大作用。今年3月，
宁乡市全面吹响“厕所革命”号角，在近几年
已改厕一部分的基础上，确定今年再改厕10万

座，数量在全省排第一,实现三格式无害化厕
所全覆盖，让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改厕10万座，免费又满意
“以前上厕所，得先憋上一口气，然后捏

着鼻子，踮起脚尖，小心翼翼找一个能落脚的
地方。一到夏天，厕所里蚊虫飞舞，臭气熏
天。”沙田乡村民廖月娥向记者描述以前如厕
的情形。

荩荩（下转4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曹航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
被子， 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80多年
前发生在汝城县沙洲村的“半条被子” 的故
事，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时节如流，初心不改。新时代汝城的共产
党人和广大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延续
着“半条被子”的温暖故事，谱写党群干群关
系的崭新篇章。

6月上旬， 记者多次到汝城县采访发现，
在县委、县政府，不管是书记、县长等县级领
导，还是部门单位的负责人，办公室、联系电
话都对外公开，对办事群众热情接待。在老百
姓家里，都贴着便民服务卡，有急难事，可随
时拨打驻村帮扶工作队、 村支两委干部的电
话，预约上门服务。

把上门群众当客人待， 把村里群众当亲
戚走。当地群众赞叹：过去的老传统、老作风
又回来了！

干部下沉到一线
朱志华，今年51岁，汝城县社会保险服务

中心干部。去年2月，他安顿好家中老母，背着行
囊来到被称为“汝城西藏”的文明瑶族乡狮形
村，担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第一书记。

20多年前，朱志华曾在文明乡工作，看到
仍旧贫困的乡亲，他暗下决心：“群众不脱贫，
我就不离村！”

巾帼不让须眉。一个月后，朱志华的妻子
朱淑芳，也从县投融资服务中心来到卢阳镇长
安村，担任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第一书记。

朱志华带领群众修路、建村部办公楼，朱
淑芳组织群众修水渠、种生姜。这对扶贫夫妻
队长的事迹，在汝城传为美谈。

汝城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罗霄
山片区连片扶贫开发县，原有贫困村80个，贫
困人口20002户63735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近年来，汝城县
大力弘扬“半条被子”精神，深入推进脱贫攻
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乡村振兴等工作。

荩荩（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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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杨德辉）碧水蓝天，绿树成荫，一路
一景……6月21日， 置身湖南华电常德发
电有限公司，犹如在花园里行走。

华电常德公司2006年由中国华电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常德经投集团合资组建。一期工程建
设两台装机容量为660MW超超临界燃煤
发电机组，于2015年底投产，并留有扩建
两台1000MW机组条件。 工程静态投资
45.8亿元，其中环保投资达8.44亿元，占静
态投资的18.4%。

“项目主机设备采用国内最先进的超
超临界机组， 各项技术指标设计值均处于
国内领先水平。”该公司负责人介绍，超超
临界应用具有更加显著的节能和环保效
果，与以往超临界机组和亚临界机组相比，

热效率更高，更省煤。
华电常德公司在建设过程中， 主动担

负央企改善环境的社会责任，以建“花园工
厂”为目标，采用了国内最先进的技术，机
组的经济性、 可靠性和环保性处于全国领
先水平，成为华中首个“超低排放”的新建
电厂。

厂区电子户外大屏， 实时动态环保数
据一目了然。记者看到，粉尘、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为1.4毫克/立方米、
12.3毫克/立方米、12.4毫克/立方米， 均远
优于国家超低排放标准。此外，灰、渣、工业
废水等全部实现回收利用。

自成立以来， 华电常德公司坚持新发
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累计完成发电量
146亿千瓦时，实现产值55.8亿元，为湘西北
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综合能源保障。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孟姣燕 ）
6月20日，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卡乐
星球欢乐世界主题公园揭开面纱， 预计今
年10月开园运营。

常德卡乐星球欢乐世界主题公园由常
德经投集团和深圳华侨城文化旅游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共同建设运营， 总投资约17亿
元，占地面积约642亩。

作为华侨城旗下“卡乐”品牌产品，常
德卡乐星球欢乐世界主题公园定位为大型
高科技、互联网主题公园，打造成为旅游产
业和数字娱乐产业融合发展的新一代文旅
科技体验园。园内不仅拥有多台国际一流的
大型高科技主题游乐设备，还有时下最火热
的VR、AR等高科技文化游乐体验产品。

荩荩（下转2版②）

华中首个“超低排放”电厂名不虚传
华电常德公司粉尘、二氧化硫等排放浓度均远优于国家标准

� � � � 湖南日报6月22日讯（记者 孟姣燕 ）
6月20日， 在湖南长远锂科股份有限公司
铜官生产基地， 去年投产的锂离子动力电
池正极材料生产线正高速运转。

锂电正极材料在锂电池中占据核心地
位，其性能直接影响锂电池综合性能指标。
随着智能手机、 新能源汽车等产品对环保
电池的需求日益强劲， 锂电池新材料市场
不断扩大。

湖南长远锂科成立于2002年，有16年
新能源电池正极材料研发历史， 是中国五
矿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 主要产品包括
三元复合锂离子正极材料、 钴酸锂正极材
料等， 拥有锂电多元材料前驱体和多元锂
电正极材料完整产品体系。据介绍，公司核
心产品因性能优异、安全性好，在行业内享
有盛名。2017年起， 三元材料销量全国领
先，来势看好。 荩荩（下转2版①）

致力于成为全球一流锂电池材料供应商

长远锂科三元材料销量全国领先

华侨城打造文旅科技体验园
常德卡乐星球欢乐世界主题公园10月开园全年将改厕10万座，实现三格式无害化厕所全覆盖———

宁乡“厕所革命”马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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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 6月 22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6月22日同爱尔兰总统希金斯互致
贺电，庆祝两国建交4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爱建交40年
来，两国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
赢的精神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
领域交流合作成果丰硕。2014年希金斯总
统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我们进行了深入友
好交流，为中爱关系规划了蓝图。我高度重
视中爱关系发展， 愿同希金斯总统一道努
力，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推动中
爱互惠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造福两
国和两国人民。

希金斯在贺电中表示，爱中建交40年

来，两国关系历久弥坚，各领域务实合作日
益深化。爱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进
一步挖掘务实合作潜力， 加强在维护多边
主义等全球事务中的协调， 推动爱中关系
持续向前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爱尔兰总
理瓦拉德卡互致贺电。 李克强在贺电中
说，中方愿同爱方携手努力，以两国建交
40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爱互惠战略伙伴
关系和两国友好合作不断向前发展。瓦
拉德卡在贺电中说，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
发展成就具有全球性意义。 爱方愿继续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 全面发展爱中伙伴
关系。

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左亚军 唐一平 杨祝学

初夏的永州， 绿浪悠悠， 蔬果肥美。6月
初， 广州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来此考察粤港
澳大湾区“菜篮子”建设。而就在上个月，永州
融入粤港澳取得新突破， 成为全国首批设立
的6个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产品配送分中
心之一。

“市场向南，产业变强。”永州市委主要负
责人介绍，永州发挥资源丰富、地域相近等优
势，瞄准粤港澳大市场，推动农业产业加速转
型升级，农业产业呈现规模化、专业化,并快速
崛起，已成为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瞄准粤港澳“菜篮子”
追逐“农业强市梦”

新田县龙泉镇东升村，村内青山秀美，溪
水澄澈，富硒蔬菜郁郁葱葱。

青纱帐里，玉米绿衣剥尽，果穗幼嫩，美
称“金银蔬”，卖到香港80多元一公斤。新田东
升秀峰富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道忠
说， 公司种有芥蓝心、 广州菜心等20多个品
种，稳占香港中高端市场，价格远高于普通的
同类蔬菜。

然而，刘道忠一路走来也并不平坦。上个
世纪90年代，刘道忠开始尝试种植蔬菜，蔬菜
是丰收了，卖得却挺心酸。

“那时主要靠本地市场， 很多菜烂在地
里。”刘道忠说。

怎么办？刘道忠想闯出去。自此，在永连
公路上， 总有一个身材高大壮实的年轻人驾
车，满载新鲜蔬菜向南进发。

刘道忠说， 种菜要有诚信， 不能以次充
好，否则就是害人。凭着这份诚信，刘道忠逐
渐在广州打开销路。

常在广州批发蔬菜的香港东升农业集团
董事长区景泰， 对刘道忠的为人和种植的蔬
菜都很认可，专程来到新田考察蔬菜产业，并
选择环境优良的东升村作为蔬菜基地， 和刘
道忠达成产销分工合作。

荩荩（下转4版①）

习近平同爱尔兰总统
就中爱建交40周年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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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2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近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长沙与中国
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占峰一行座谈， 就加强金融合作等
深入交换意见。

杜家毫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与中
国华融的合作， 华融湘江银行作为双方合
作的重要成果，充分发挥资源集聚优势，推
动金融创新，提供了优质的金融服务。作为
我国重要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 希望中国
华融进一步发挥资源优势， 加强与湖南的

交流合作，做优做强华融湘江银行，助力其
发挥区域金融优势，加大对实体经济、创新
创业、中小企业等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在
打好三大攻坚战、 推动高质量发展中更好
发挥作用。 湖南将为中国华融在湘发展营
造良好环境。

王占峰表示，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中
国华融将紧扣湖南未来发展的战略需求，
不断提升合作层次和合作领域， 更好服务
湖南发展。

省领导谢建辉、张剑飞参加座谈。

杜家毫与王占峰座谈

� � � � 6月22日， 湘江
长沙段文津渡口，江
水中的水位监测标
杆， 当天14时52分，
湘江长沙段水位达
32.05米。 长沙水文
部门预测，湘江长沙
段水位从23日开始
上涨，27日前后可能
出现警戒水位左右
的洪水。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湘江水位
上涨

第22届“芙蓉学子”公益活动郴州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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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开创中朝两党两国
关系的美好未来

———记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