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
员 蒋伟）湖南两张靓丽“名片”，天下凤凰与
湖南磁浮将实现完美融合。今天，凤凰磁浮文
化旅游项目开工建设， 预计2021年与张吉怀
高铁凤凰站同步开通运营。届时，游客一下高
铁就可以坐磁浮游凤凰。

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 系全球首个
“磁浮+文化+旅游”项目，由湖南磁浮集团
和凤凰县政府携手合作建设， 是我省磁浮

技术商业运营的新探索， 是继长沙磁浮快
线后我省投资建设的第二条商业磁浮线
路。

项目规划线路分3期实施。一期工程以张
吉怀高铁凤凰站为起点到民俗园隧道口，二
期工程从民俗园隧道口沿G209绕城线向南跨
沱江到城东游客中心， 三期工程自城东游客
中心串联饮马江熊猫主题乐园至张吉怀高铁
凤凰站。 一期线路全长9.12公里， 设计时速

100公里，拟设车站4座，预留车站2座。项目一
期工程预计2021年与张吉怀高铁凤凰站同步
开通运营。

据了解，凤凰磁浮列车将打造成观景、人
文、智能的特色列车，游客可以在车厢内感受
到其他轨道交通所不具备的体验和服务；每
一个车站的设计都独具匠心， 充分体现凤凰
当地自然和人文特点。

（相关报道见5版）

我省磁浮技术商业运营新探索

凤凰磁浮线开工建设
一期线路9.12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预计2021年开通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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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编者按：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
总书记一直心系民生， 始终把人民群众的
小事当作头等大事。一次次调研、一封封回
信、一篇篇讲话，聚焦百姓冷暖，传递民生
牵挂，彰显“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
们的奋斗目标”的深厚情怀。

即日起， 新华社连续推出七组报道，以
“习近平的民生关切事”为主题，分别从“幼有
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
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个方面，通过记者
的回访与观察，集中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 我国民生事业
得到长足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充分展现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每组报道包
括一篇主打通讯、一篇“辛识平”和一组新媒
体产品，今天播发的是“幼有所育”篇。

【引言】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

让每一名少年儿童都能茁壮成长， 是全社
会的共同心愿。

前往学校考察调研、 同少年儿童代表
座谈、给小学生回信……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关心少年儿童的身体健
康和成长成才。一句句真情叮嘱，一个个重
要指示， 凝聚着总书记对祖国未来的真挚
关怀和殷切希望……

【故事一】
温馨的儿童之家撒满爱的种子

“苹果，苹，果……”在呼和浩特市儿童
福利院，6岁的脑瘫儿童小刚随康复老师一
遍遍跟读。半天的康复课程结束，他已经能
慢慢地说出“苹果”一词。

小刚在福利院生活快5年了。 刚来时不会
说话，也不会走路，经过近5年有针对性的动作
和语言康复训练，他已经可以进行简单的运动
和交流。每当看到福利院院长武文俊走来时，
小刚便开心地挥手喊着：“妈妈，妈妈来了！”

小刚是呼和浩特市儿童福利院里150
多名孤弃儿童中的一员。 那些曾经无家可
归的孩子们，在这里找到了新的归宿，把这
里当作了自己的“家”。

2014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福利院， 看望这里的孩子们。“对儿童特别
是孤儿和残疾儿童， 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
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
长，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感动了在场所有人。

今天的福利院，温暖无处不在。
五彩的走廊挂满孩子们做的剪纸、拼

贴、绘画作品，花花鹿家、奔奔牛家、壮壮
班……一个个房间内传来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 很难相信他们当中98%都有中重度残
疾。 荩荩（下转12版）

沐浴阳光
让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民生事
之“幼有所育”篇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4日给福建省
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回信， 祝贺他们实现
了脱贫，鼓励他们发扬滴水穿石精神，走好乡

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 得知下党实现了脱

贫，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非常高兴。
向大家致以衷心的祝贺！

习近平表示，“车岭车上天， 九岭爬九年”。
当年“三进下党”的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经
过30年的不懈奋斗，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换
新颜，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获得感，
这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

习近平指出， 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
穿石的精神，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
持续巩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
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下党乡位于闽东宁德的大山深处， 直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全乡没有一条公路，交通
十分不便，素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
说法。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进
下党调研指导扶贫工作。第一次是1989年7月
19日，时任宁德地委书记习近平乘车近3个小
时、步行2个多小时，冒着酷暑到下党乡访贫
问苦，帮助解决发展难题。近日，受乡亲们委
托，下党乡6位党员干部群众给习近平总书记
写信，汇报下党脱贫的喜讯，表达了对党中央
和总书记的感恩之情。

习近平回信勉励福建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

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神
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寿宁县下党乡的乡亲们：

你们好!
来信收悉。得知下党实现了脱贫，乡亲

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我非常高兴。向大家
致以衷心的祝贺！

“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当年“三进
下党”的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经过30年
的不懈奋斗，下党天堑变通途、旧貌换新颜，
乡亲们有了越来越多的幸福感、 获得感，这

生动印证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道理。
希望乡亲们继续发扬滴水穿石的精

神，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持续巩
固脱贫成果，积极建设美好家园，努力走出
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习近平
2019年8月4日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回 信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
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来到省财
政厅，为党员干部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党课。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参加。
许达哲充分肯定了省财政厅的工作成绩

和主题教育实效， 同大家分享了主题教育的
心得体会， 并结合历年数据剖析了全省财政
工作存在的短板问题。

许达哲说，开展主题教育主要看实效。希
望大家强化理论武装、提高能力素质、突出问
题导向，顶住下行压力、管住债务风险、稳住
向好态势， 切实将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深化
财税体制改革、抓好财政工作的实际举措，真
正让省委、省政府放心，让基层和群众满意。

许达哲强调， 要加强学习， 增强政治定
力。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 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到财政工作全过
程、各方面，认真梳理和整改财政领域落实中
央决策部署方面存在的问题。要领悟初心，增
添内生动力。向革命先烈学、向先进典型学，
敢于担当、主动作为，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支持办好治水修路、办
学兴业、扶危济困等民生实事。要践行使命，
提升履职能力。 不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和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既要算大账，讲政治、保
重点，贯彻好中央大政方针，落实好省委、省
政府决策部署； 又要算细账， 坚持过“紧日

子”，精准施策、精打细算，不该花的一个铜板
也不能花；还要不做假账，依法管财理财，严
守财经纪律，不玩数字游戏，以实干实绩交上
合格答卷。要深化改革，激发市场活力。着眼
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优势， 加大
财税制度改革力度，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国有企业、农业农村等改革，落实减税降费
政策，在深化改革中破解难题、激发活力、挖
掘潜力、凝聚合力。要创新开放，做强发展实
力。服务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实施，支持创
新能力提升和高水平开放， 助力打造内陆创
新开放高地。要振兴实体，壮大税源财力。更
好发挥公共财政的保障、引导和杠杆作用，加
大对实体经济发展、打好三大攻坚战、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的支持力度，抓重点、补短板、强
弱项，做强大企业、培育“小巨人”，夯实财税
持续增长的根基。 要强化管理， 提高财政效
力。强化财税征管，强化预算管理、限额管理、
闭环管理， 强化资金监管， 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要廉洁从政，管住手中权力。大家要发挥
表率作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较真碰
硬、 坚持原则， 真正让财政资金在阳光下运
作、让行政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领悟初心 践行使命
高质量做好财政工作

许达哲为省财政厅党员干部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党课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下午，省政府与腾讯公司在长沙签
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与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出席并共同见证签约。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谢建辉，腾讯副
总裁、 腾讯云总裁邱跃鹏分别代表双方签
署协议。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根据协议， 湖南与腾讯公司将深入推
进“互联网+”行动计划，营造“互联网+产
业”创新发展良好环境，共同推进互联网与
湖南经济社会各领域融合发展。

许达哲说，近年来，湖南高度重视互联
网产业发展，以长株潭城市群和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为龙
头，着力构建湖南特色的5G应用产业链，推

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湖南与腾讯公司合作基础扎实、前
景广阔，希望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继续深化
政企合作， 携手推进互联网与文化创意、能
源、旅游、医疗、教育、交通、智能制造、城市
建设、政务服务等领域融合发展，为做强大
企业、培育小巨人企业、建设服务型政府插
上数字经济“翅膀”，助力湖南高质量发展。

马化腾说，近年来，湖南积极推动智慧
政府、智慧城市、智慧产业建设，取得了有
目共睹的成效。未来，腾讯公司将利用科技
优势， 推动湖南产业数字化和智慧政府建
设，将长沙打造成全国数字城市的样板，为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腾讯公司还与湖南财信金控集团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省政府与腾讯公司
签署深化合作框架协议

许达哲马化腾出席并见证签约

祁韶特高压从甘肃祁连出发， 经陕
西、重庆、湖北等省市，进入湖南韶山换
流站，线路总长度2383公里，是世界上
第一个以输送新能源电力为主的特高压
直流工程， 也是我国特高压输电技术自
主创新的重要成果。

祁韶特高压将西北的清洁能源，
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三湘大地， 为电力
供应吃紧的湖南提供了强大支撑。投

运两年多来，已累计输送电量超过300亿
千瓦时， 超过水电电量成为湖南电力
供应的第二大来源， 犹如湖南在祖国
大西北建了一个大的发电厂。 本报今
天推出《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岁月
留痕 大地印记———湖南标志性工程
巡视》第八篇———《祁韶特高压：电从
西北来》。

（相关报道见3版）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省委组织部不少
同志在各市州之间奔波忙碌。

“我们正在开展市州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政治建设考察工作， 这是我们当前的
一项重点工作。”干部二处处长上官大富介
绍说，要通过这场“政治体检”，使政治建设
考察与9月启动的第二批主题教育前后对
接、相互促进，为推动开展好市州主题教育
奠定基础。

从分批对县市区党政正职开展政治建
设考察， 到出台文件将政治建设纳入制度
化、规范化轨道，再到市州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的覆盖和省直单位试点，近两年来，湖
南在全国率先开展党的政治建设考察的创
新实践，获得了中组部的推介，并入选了中
组部编选的《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攻
坚克难案例》。

十九大报告提出， 党的政治建设是党

的根本性建设， 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为了更好推动政治建设落实落地，从2017年
12月开始，湖南采取试点先行、分批推进的
办法， 对全省122个县市区党政正职开展
政治建设考察， 并进一步拓展延伸到各级
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

政治建设，怎么考察？在一些人看来，
政治建设是在思想灵魂深处搞建设， 不太
好把握。

“主要考察领导班子特别是党政正职
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省委主要领
导给考察工作定调：在政治建设考察中，必
须突出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突出联系实际，特别
是聚焦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打好三
大攻坚战、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
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 督促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党中央提
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
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

荩荩（下转5版）

“政治体检”把脉干部政治素质
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展党的政治建设考察的创新实践

� � � �凤凰磁浮文化旅游项目效果图。 通讯员 摄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祁韶特高压：电从西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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