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曹娴 实
习生 莫凡）省生态环境厅今天透露，上半
年，全省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绝大部分
监测指标趋向好转。全省14个市州城市空

气质量优良率为86.6%， 同比提高1.7个百
分点；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评价断面未
出现劣V类水质断面，大通湖退出劣V类水
体。 荩荩（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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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国共产
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
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
书记，第十三届、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第九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李鹏同
志的遗体，将于29日在北京火化。

为悼念李鹏同志，29日， 首都天安门、
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
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
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志哀。

李鹏同志遗体29日火化
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志哀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第七届库布
其国际沙漠论坛7月27日在内蒙古自治区
鄂尔多斯市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
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
业。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加强防沙治沙
国际合作， 推动全球环境治理， 全面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自然以和谐美
丽，为人民谋幸福安康。

习近平强调， 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荒漠化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库布其沙
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 落实
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积极推
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与落实2030年议
程深度对接。 面向未来， 中国愿同各方一
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
基，携手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保护，为建设美
丽清洁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

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
在鄂尔多斯市举办

习近平致贺信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陈勇 刘
笑雪）省民政厅今天向社会发布，7月12日，
经国务院批准， 民政部批复同意撤销邵东
县，设立县级邵东市，以原邵东县行政区域
为邵东市的行政区域， 邵东市人民政府驻
大禾塘街道兴和大道288号。 邵东市由湖
南省直辖，邵阳市代管。

邵东位于湖南省中部， 地处邵阳、衡
阳、娄底三市交界处，是连接“长株潭”经济
圈的重要走廊和纽带， 是我省重要的出口
基地，是邵阳市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撤县设

市， 有利于充分发挥其区位优势和辐射作
用，更好地承接“珠三角”“长株潭”经济圈
产业梯次转移，加强国际产能合作，更好地
建设中部地区商品物流集散区、 湖南轻工
业振兴先行区；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构建“优势互补、错位发展”的格局。邵东是
全省规划建设的7个50万人口县城之一，
是邵阳市东部城镇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撤县设市，有利于优化城市布局，提高
城市品位，增强邵东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
进我省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

国务院批准邵东撤县设市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徐德荣 唐曦 聂
沛 陆意）盛夏时节，衡阳市蒸湘区雨母山镇
幸福村母塘组龙兴湖庄园， 远处青山如黛、
花红草绿，近处瓜果飘香、莲叶田田。据介
绍，这是该组致富带头人罗远才，带领村民
打造的“网红”近郊游景点。

母塘组坐落在衡阳市“后花园”———雨
母山景区脚下。一直以来，村民们靠零散卖
蔬果、干菜挣点“小钱”。2015年，有过规模农
业和园林绿化经历的罗远才，倡导组里28户
集资成立龙兴合作社，建庄园、种果树、养鱼
苗， 一个崭新的美丽母塘组逐渐显现。 去
年， 合作社的桃园已初见成效， 每户分红
1000余元。今年，罗远才又有新思路：将28
栋民房统一改建成精品民宿！

乡村振兴， 离不开好的乡村带头人。近
年来，蒸湘区先后出台“精准扶贫产业扶持
奖补办法”和“产业扶贫实施方案”，吸引有
意愿投建涉农产业项目的企业家到乡村，培
养脱贫自主性强、脱贫劲头足的贫困户成能
人大户，并鼓励基层村委班子带头发展农村
集体经济，推动形成“能人带动、政府奖补、
百姓参与”的乡村产业振兴新局面。

目前，蒸湘区已培育100余名产业发展带
头人，成立农业合作社90余家。并通过“金雁”
“新发展”等农业龙头企业引领，带动发展蓝
莓种植、鳜鱼养殖等特色优势农产品，培植特
色基地12个，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

衡阳腾跃工艺厂负责人肖跃莲，为残疾
贫困户开辟一条“小钩针上的脱贫路”；新竹
村莫雅塘组组长谢小林带领30余户村民集
中建小区，打造远近闻名的“村中城”，让农
民活出“城里范”；呆鹰岭镇土桥村的贫困户
刘占魁，通过种植桑葚、蘑菇一举脱贫，还成
为全村52户贫困户的致富培训“导师”……

在这些带头人的带领和推动下，一个崭
新的蒸湘农村正在不断焕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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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
讯员 邱德帅）“没想到老了， 日子还越过越
好，真开心。”日前，在桑植县官地坪镇水流
村茶叶基地，74岁的村民周阳民拉着记者的
手感叹道。去年，老人一家种植8亩白茶，纯
收入1.6万多元，顺利脱贫。镇党委书记张锐
介绍，全镇白茶种植面积达4000余亩，已覆
盖6个村，有2000多人从事白茶种植、加工
及关联产业，近两年有580多人因此脱贫。

近年来，该县按照“一主多特”的农业产
业发展思路，以“桑植白茶”为主，发展粽叶、
中药材、蜂蜜、大鲵、烟叶等特色产业，构建
“乡有主业有龙头、村有产业有社企，一村一
基地、一户一产业、一家一就业、一人一技
能”的“两有四个一”产业扶贫格局。同时,鼓
励市场经营主体参与产业扶贫，采取“龙头
企业+生产性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贫困
户脱贫增收。在刘家坪白族乡新桥村禾佳生
态农业产业园，51岁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刘淑
惠高兴地说：“每个月在家门口打工挣2000
块钱，还能参与土地分红，收入比过去翻了
好几番！”据介绍,禾佳生态农业产业园通过
股份合作、土地流转、劳务用工等多种方式，
带动周边6个村的农民实现脱贫。目前，来自
省市县70多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县级特
色企业，以及422家各类市场经营主体与124
个贫困村7.3万贫困人口建立持续稳定的利
益联结机制。

桑植县还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安排
产业发展引导资金， 加大产业帮扶力度。
2018年以来，该县共整合各类资金6亿多元，
新发展茶叶、粽叶、中药材、蔬菜等产业20万
亩，养殖大鲵132万尾，蜜蜂8.15万箱，建立
省级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5家， 特色农业产
业扶贫示范基地281个，带动9.6万名贫困人
口走上产业脱贫致富道路，实现人均年增收
近3000元。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7月25日至27日，自然资源部党组书
记、部长陆昊率队来湘调研。调研期间，省
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
长沙与陆昊一行座谈， 就自然资源管理体
制改革、国土空间规划、地质灾害防治、矿
权管理等工作深入交换意见。

省领导张剑飞、 陈文浩参加座谈或相
关调研。

座谈中，杜家毫说，近年来，湖南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大力整顿
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 坚决守住耕地保护
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底线， 全面提升
国土空间编制水平， 扎实推进中央环保督
察“回头看”反馈意见整改落实，严肃查处

群众反映强烈的生态问题， 着力加强地质
灾害防治，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我们将在自然资源部的指导支持下，继
续推进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 让机构改
革成果充分体现， 让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统得到更好保护修复， 走出一条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陆昊说， 组建自然资源部是党中央深入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 自然资源部
将继续支持湖南自然资源工作改革创新发
展，与省委、省政府形成合力，共同贯彻落实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在湘期间，陆昊一行深入郴州市、长沙市，
实地考察了地质灾害防治、“多规合一”为基础
的国土空间规划和违建别墅清查整治等工作。

让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
得到更好保护修复

杜家毫许达哲与陆昊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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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7日， 湘潭
800千伏韶山换流站，
国家电网电力员工顶
着烈日对断路器附件
进行检查。近日，湖南
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高
温预警， 长株潭地区
用电负荷不断攀高。
韶山换流站电力员工
加强供电设备的巡
视、检查和维护，确保
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
电安全。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阳仑 摄影报道

战高温
保供电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唐婷 何金燕 周帙恒

“他们是看得见的力量，是具象化的价
值观。他们永远激励着我们青年党员牢记初
心使命，在日常工作中磨练心性，在急难险
重中锤炼意志，在三湘四水书写青春华章。”

7月26日晚，“90后”定向选调生、常德
鼎城区灌溪镇工作人员周梦竹通过新湖南
客户端阅读完报告团成员的先进事迹后，
写下这样心潮澎湃的一段话。

7月26日举行的全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报告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
引发的讨论热度持续不减。 仅在新湖南客
户端， 相关报道的点击量就超过了140万
次。大家纷纷表示，报告团成员的深情讲述
是主题教育最生动最鲜活最直接的教材，
我们要对照典型找差距、有的放矢抓整改，
切实把主题教育的成效体现到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谋幸福中去。

“这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报告会，更是一堂
感人至深的初心课。”7月27日是周末，临澧县
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马春生特地赶到办公
室， 取到了当天的湖南日报。“昨天在手机上
收看了相关新闻， 还要把报纸留着仔细学习
阅读。”他说，9位先进典型的身上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质：忠诚与坚守，忠诚于党的事业，
坚守自己的初心。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我
们要以他们为学习标杆，向他们看齐，在平凡
中坚守，在坚守中担当，在担当中闪光。

作为一名刚刚卸任的扶贫队长，省委改
革办改革二处副处长杨自勇对扶贫队长蔡
建武的故事最有共鸣。“‘拐杖队长、老蔡哥、
队长爸爸’，群众对他的这些称呼，真实、生
动而温暖。”杨自勇感慨地说，一个个称呼，
折射出一名扶贫队长不忘初心的光辉，一件
件小事，彰显着一名共产党员真心为民的初
心。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是每一名扶贫队
员的初心和使命。 荩荩（下转4版①）

“他们是看得见的力量”
———主题教育报告会在全省党员干部中持续引发热议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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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 蒸湘区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易禹琳）为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
出大型直播特别节目《壮丽70年·奋斗新时
代———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今天正式走进
湖南。今天上午10时，央视新闻频道以《芙蓉
国里尽朝晖》为题，时长49分钟，带领观众看
70年来潇湘大地取得的新变化、新成就。而央
广《中国之声》则在今天13时至14时，以《中流
击水看湖南》为题，向听众生动展示湖南在精
准扶贫、生态整治、新型农业、开放崛起方面
四张耀眼的成绩单。

央视直播节目《芙蓉国里尽朝晖》由央视
主持人宝晓峰和湖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魏哲
浩共同主持。

《景观篇》带你走进韶山，看韶峰披翠，
绿色发展惠民生；走进张家界，看60多年前
的林场，如何把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看长沙后湖，如何从一个烂泥塘“变身”生
态小镇；看洞庭湖呦呦鹿鸣，沙鸥翔集。《生
态篇》带你飞到长江岳阳段，看过去乱堆砂
石、污水横流的华龙码头变身华龙湿地。在
回水湾， 记者带你现场看过去被砂石码头
噪音吓跑的江豚，把这里当成了天然餐厅。
不仅让你看湖南，央视直播还让你“听湖南”，
各种珍稀动物在森林河流里的动静，瀑流、
虫声、鸟鸣，无不显示出湖南良好的生态环
境。

《美丽乡村篇》里四个村子，提供了精准
扶贫的样本。 隆回白水洞村花瑶文创扶贫奔
小康，桑植合群村建有扶贫基地，户户有致富
产业，新化紫鹊界村千年梯田里，种田成为旅
游观光项目，十八洞村乡村旅游升级，村民回
乡办民宿。

水稻和装备都是湖南人的骄傲。 长沙宁

乡稻田里，非洲农民为湖南的杂交水稻点赞。
湖南的装备，装备了世界，从中联重科的起重
机到株洲电力机车；从长沙“智能制造”到湘
江新区智能测试再到全国“超算大脑”，无一
不长湖南人志气。

《清水塘的蝶变》见证了湖南工业70年的
发展，从261家重工业企业的辉煌到全部关停
向产业新城转变， 显示的是湖南人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决心和智慧。 观众见到了首次亮
相的中国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智轨列车。
双车头、纯电动、零排污，长达30多米的列车
可载客300多人， 宛如地面上的地铁。2022年
它将出现在卡塔尔世界杯现场。

央广中国之声直播的《中流击水看湖
南》，则从另外的角度以点带面，总结了湖南
发展的成就。

荩荩（下转2版）

芙蓉国里尽朝晖 中流击水看湖南
央视央广《共和国发展成就巡礼》直播湖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