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7月17日，长沙市芙蓉广场，市民打着太阳伞在烈日下出行，一个女孩手持小风扇降温。 当天，我省大部分地
区出现35℃、局地37℃以上的高温天气。 气象专家提醒，市民外出注意防晒防暑。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高温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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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中旬开始，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扶贫
办、 省记协从省直新闻单位选派20名编辑记者，
分赴我省尚未摘帽的20个贫困县参加实践锻炼。
日前举行的“记者在扶贫一线”座谈会上，参加实
践锻炼的编辑记者们讲述了自己不断锤炼 “四
力”，讲好脱贫攻坚故事的经历和感悟。

脚上沾满泥土，心中沉淀真情。 新华社湖南
分社记者白田田，在溆浦县实践锻炼3个月期间，
通过零距离接触、无缝式对接，掌握了大量脱贫
攻坚一线资料，完成10多篇报道；湖南日报理论
评论部记者朱永华，爬到放牛的山上，睡到贫困
户家中，用白描语言真实记录所见所感，采写的
《夜宿唐寨村》等稿件成为践行“四力”的样本；为
了报道好身患肺癌还坚守在扶贫一线新宁县黄
龙镇石泥村女支部书记易晓金，因小儿麻痹症致
右腿瘫痪的今日女报记者谭里和，拄着拐棍先后
5次去石泥村采访。

扶贫一线是新闻工作者锤炼“四力”的大舞
台。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到扶贫一线去，就有取
之不竭的新闻富矿。 移动互联网时代，为各类新
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但无论传
播技术如何发达，新闻工作者“脚板底下出新闻”

的好传统、好作风不能变。 “记者在扶贫一线”是
深化“走转改”的生动实践。唯有迈开双脚丈量大
地、睁大眼睛洞察天下、开动脑筋深入思考、练就
妙笔书写时代，才能推出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
有思想、有筋骨、有温度的精品力作。

基层是新闻工作者涵养初心使命的动力之
源。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寄望全国
新闻工作者发扬优良作风，扑下身子、沉下心来，
扎根基层，把基层特别是脱贫攻坚一线作为学习
历练的平台和难得机会，增加见识、增进感情、增
长才干， 实实在在为当地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为
贫困乡村带来新变化。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新
闻工作者提升 “四力”、 践行初心使命的根本遵
循。

蹲点“扶贫一线”的记者，用他们的真心付出，
让人们看到了新闻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写出的精
品佳作，让人们体悟到新闻工作者热爱人民、服务
人民的为民情怀、赤子之心。 坚守这份初心，敢于担
当使命，新闻工作者就一定能够自觉肩负起历史赋
予的崇高使命，用生动事例、鲜活话语展现我国脱
贫攻坚的伟大成就，唱响为国际减贫事业作出巨大
贡献的中国最强音， 为决战脱贫攻坚摇旗呐喊、擂
鼓助威， 为决胜全面小康汇聚起强大精神力量、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张颐佳）昨天，长
沙市委今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暨产业链建设
工作推进会召开。 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
华强调，长沙要坚持稳中求进、坚持高质量发展，
以强烈的省会担当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上半年，长沙市以“产业项目建设年”“营商
环境优化年”活动为主线，经济继续保持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的态势，实现了“双过半”。 1至6月，
长沙市1220个重大项目完成投资2100亿元，长
远锂科、碧桂园人工智能科技城、比亚迪动力电
池等一批重大项目纷至沓来。 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全市大力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上半年为
企业减费降税97.99亿元。

胡衡华指出，要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
在经济工作的首位，围绕制造业抓招商、强主体、
优环境、做生态；以智能制造统领产业转型升级
的方向，必须毫不动摇，要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要紧盯
“两个年”，强化担当精神、实干精神，形成“以产
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向，进一步聚
焦、发力、深耕制造业，全面提升长沙产业链水
平。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邱江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今天发布的上半年湖南金融运行情
况显示：6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
贷款余额为 39972.6亿元 ， 同比增长
15.4%，比上年同期提高1.8个百分点，高出
全国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 增速居全国第
七。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新增贷款3387亿
元，同比多增730.3亿元。分期限看，短期贷款
新增878.3亿元，同比多增302亿元；中长期
贷款新增2162.2亿元，同比多增88.5亿元，其
中企业中长期贷款新增1312.4亿元，同比多
增94.9亿元。

分主体看，住户贷款新增1135.2亿元，同
比多增54亿元；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新增2267.8亿元，同比多增699.4亿元。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分析认为，今年

全省经济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持续推
进，各项贷款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制造业、涉
农贷款等发挥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上半年企
业中长期贷款扭转少增态势，主要得益于高
速公路、园区、标准化厂房等领域贷款投放
新增较多。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邱江华） 全省信贷结构持续
优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的上半年湖南金
融运行情况显示，制造业、基础设施、涉农、
普惠口径小微企业等领域贷款保持良好增
长态势， 信贷投向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
展。

制造业贷款增速提高。 6月末，全省制
造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6%，1-6月新增
234.9亿元，同比多增54.1亿元。

基础设施类贷款同比小幅多增。 6月
末，基础设施类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0.9%，
1-6月，基础设施类贷款新增684.7亿元，同
比多增63亿元。

涉农贷款、 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保
持较快增长。 1-6月， 全省新增涉农贷款
813亿元，同比多增13亿元；普惠口径小微
企业贷款新增370.7亿元。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增速下滑。 6月末，
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4.4%，增速比上年同期下降1.9个百分点。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唐嘉余）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今天发布的上半年湖南金融运行情
况显示，1至5月， 全省新增社会融资规模
3646.7亿元，同比多增1004.2亿元。 其中，
直接融资规模新增占比由上年同期的
9.1%上升至10.5%。

具体看， 前5个月全省间接融资规模

新增2954.8亿元，同比多增864.2亿元。 直
接融资规模方面， 前5个月全省新增384.6
亿元，同比多增141.8亿元。 其中，企业债券
融资新增361.7亿元，同比多增163.8亿元；
股票融资新增22.9亿元，同比少增22亿元。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前5个月全省地方政
府专项债券新增168.6亿元，同比少增8.4亿元；
其他融资新增138.7亿元，同比多增6.7亿元。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陈慧 唐嘉余 ） 今年
来， 全省存款增速一直维持在5%左
右波动， 存款增速企稳态势明显。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发布的
上半年湖南金融运行情况显示： 6
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
款 余 额 51908.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9%。

数据显示， 上半年全省新增存
款 2906.6亿元， 同比多增 142.5亿
元。 其中， 住户存款新增2518.2亿
元， 同比多增682.7亿元； 非金融企
业存款净下降 24亿元， 同比少降
277.5亿元； 财政性存款新增175.2亿
元， 同比少增223.3亿元； 机关团体
存款新增282.5亿元， 同比多增3.2
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净下
降88.8亿元。

全省各项贷款增速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制造业、涉农贷款等发挥了明显的拉动作用

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全省制造业、基础设施、涉农、普惠口径小微

企业等领域贷款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直接融资规模提高
全省企业债券融资新增361.7亿元，同比多增163.8亿元

各项存款
余额51908.5亿元

上半年全省新增
存款2906.6亿元

三湘时评

在扶贫一线践行新闻工作者的初心使命

以强烈的省会担当坚持高质量发展
胡衡华参加长沙市委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

吴桂英调研湖南中医药大学

发扬中医药特色 建设一流大学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万颖）今天上午，副省长吴桂英在省教育厅和省
卫生健康委负责人的陪同下，结合“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深入湖南中医药大学调
研并听取意见，她要求该校继续发扬中医药特色
和优势，在科教强省、健康湖南建设中作出应有
的贡献。

吴桂英一行先后考察了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湖湘五经配伍针推学术
流派陈列馆和疼痛理疗科、第二附属医院的皮肤科
中医外治疗法治疗室、湖南中医药大学含浦校区的
中医药创新药物研究所和中药标本馆。 随后，在含

浦校区，吴桂英主持召开了调研座谈会。
吴桂英充分肯定了湖南中医药大学近年来的工

作。 她表示，湖南中医药大学文化底蕴丰厚，学科特
色鲜明，发展态势良好，担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省政府将大力支持部局省共建湖南中医药大学及湖
南中医药博物馆和附属岳麓国际医院的建设。 她要
求湖南中医药大学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教育、医疗、中医药的重
要论述，对标一流大学的标准，在特色学科、专业建
设、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上下功夫，致力于建设国际
一流、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并进一步完善
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施泉江）今天上午，
副省长陈飞在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大队，慰问
参加抗洪抢险消防救援队伍。 他指出，全省广大消
防指战员忠实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综合性消
防救援队伍授旗训词精神，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时
候冲锋在前，救民于水火，助民于危难，充分彰显了
应急救援主力军和国家队的责任与担当。

7月8日以来，全省消防救援队伍进入二级战
备，8056名消防救援人员全部投入抗洪抢险工
作， 开展以抢救人民生命为主的被困人员营救、
人员疏散、建筑倒塌搜救、城市排涝、受灾群众救

助等行动。截至7月15日13时，全省消防救援队伍
共参与抗洪抢险任务657起，出动指战员9429人
次， 出动车辆、 舟艇1296辆次， 营救被困人员
4619人，疏散群众22284人。

陈飞指出，当前仍处于主汛期，防汛形势依
然十分严峻，全省各级消防救援队伍要时刻听从
党和人民召唤，保持枕戈待旦、快速反应的备战，
加强针对性的训练演练，不断提高处置各类灾害
事故的能力和水平，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的优良作风，在服务人民中传递党和政府
温暖，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再立新功。

陈飞慰问参加抗洪抢险消防救援队伍时强调

充分履行职责使命 忠实践行为民宗旨

荨荨（上接1版）

怎么才能破解“学归学做归做”？
“共产党人要么不说，说了就要做到。”这

是铮铮誓言，也是底气和实力。党的十八大以
来，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
实”专题教育，再到“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每一次集中性党内教育，抓落实都是关键。这
次主题教育也不例外。

在5月31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
奔着问题去，要把“改”字贯穿始终，立查立
改、即知即改。

“不能学归学、说归说、做归做”，这句话，
他在此次内蒙古调研指导期间多次予以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在
知行合一，要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能否知行合一，折
射的是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和政绩
观；知行脱节，背后必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作祟。这次主题教育把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作为专项整治的重点内容。

在自然资源厅， 习近平总书记一席话振
聋发聩：“形式主义害死人！现在，有的同志学
习做样子、走过场，搞虚把式，有的甚至从网
上购买现成的手抄本、学习日记，拿来后一复
印就成了自己的心得。”“学习不能搞形式主
义，不能急于求成，每次都有一些新进步，每
次都有一些心得体会，每次都有一些领悟，日
积月累，效果就出来了，领悟就越来越深。”

“要实实在在，不要忽悠作假；要学以致

用，不要学用脱节。要落实到具体工作中，落
实到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人民群众身
边的实际问题上。一次能解决几件，也很好。
不能企望通过一两次教育活动， 就可以宣布
大功告成。‘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
这句话是永远的进行时。”

处理好知和行、说和做、理论和实践的
关系，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全部历程。
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写于上世纪30年代，
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
行的关系”。这篇伟大著作，是对马克思主义
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实践运用的深刻
总结，至今仍是我们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基
本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
阐释“说”和“做”的辩证关系，提出了许多广
为传颂的金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大道
至简， 实干为要”；“要做起而行之的行动者、
不做坐而论道的清谈客”……

如何做到知行合一？首先在知、在悟。在
自然资源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内蒙古是个
聚宝盆，集大草原、大森林、大沙漠、大矿产于
一体，资源丰富多样，很多资源储量位居全国
前列。同时，内蒙古又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内蒙古要结合实际，加强学习，加
深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领悟， 加深对党

中央对内蒙古战略定位的领悟， 加深对自身
职责的领悟。

做到知行合一，就要真刀真枪解决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开展主题教育，要以解决
实际问题的成效作为衡量标准，即知即改、立
行立改，不能拖延，不能虚与应付。针对内蒙
古提出重点整治12个方面的突出问题，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改，就要真刀真枪、动真碰硬，
就要盯住不放、一抓到底，不能装样子、打太
极，防止表面整改、虚假整改、纸上整改。”

有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
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根基在

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始终紧扣“人民”二字。
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工作汇报时强
调，“牢记初心和使命，必须坚持一心为民。”

追寻总书记这些年考察调研的足迹， 从塞
北高原到乌蒙山区，从秦岭腹地到湘西大山，从
南疆绿洲到林海雪原，从城市社区到革命老区，
他走遍了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深入了
许许多多贫困家庭。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进村入
户，访贫问苦，看看群众锅里煮的，摸摸床上盖
的，嘘寒问暖，体贴入微。面对基层群众，他总是
谦逊地说：“我是人民的勤务员。”

内蒙古之行， 群众生产生活依然是总书
记心中最大的牵挂。

在社区，他仔细了解群众办事方便不方便、
生活设施健全不健全、 文化娱乐有没有； 在林
场，他和护林员聊工资收入、孩子就业、住房改
善情况；在乡村，他深入农户家，看锅炉改造、厕
所革命、污水和垃圾处置，看群众实际生活条件
怎么样……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总书记心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

15日，赤峰林场深处一户农家院，习近平
总书记同当地基层干部群众代表座谈。 来自
四邻八乡的干部群众争相给总书记讲新面
貌、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听了十分欣慰，还
不断追问，乡亲们还有什么困难？村里还有多
少贫困户？什么时候能脱贫？

16日，在自治区工作汇报会上，自治区主
要负责同志提到“内蒙古计划今年减贫14万
人以上，20个国贫旗县全部退出贫困序列”，
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地问， 自治区的国家级贫
困旗县还剩下几个？ 采取哪些措施确保如期
脱贫摘帽？

距离实现全面小康的任务目标，还有500
多天。目前，全国脱贫攻坚任务还相当艰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中国共产党作出的庄

严承诺。共产党说到就要做到，也一定能够做
到。 总书记放眼长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
日可待。 我们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
体系，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把城乡困
难群众纳入低保，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没有做
到的事情。但是也要看到，‘两不愁三保障’解
决了，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而且城乡区域发展
不平衡问题还比较突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啊！我们要继续往前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归根
结底是为了造福人民。 总书记指出：“要认真梳
理梳理，看看我们有没有忘了党的初心和使命，
有没有私心和杂念， 有没有背离党的性质宗
旨。”针对内蒙古“开门纳谏”，通过媒体“整改进
行时”向社会公布主题教育进展，让群众评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是党执政的最大底气，
也是党执政最深厚的根基。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讲，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
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
验。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始终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
上，时刻把群众的困难和诉求记在心里，努力办
好各项民生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说一千道一万，可以概括为一句话，那
就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做好了这件事，中国
共产党就能长期执政，国家就能长治久安，中
国人民就能不断地迈向更好生活， 中华民族
就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始终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