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谷飘香
临近中秋， 汨罗市

白塘镇白塘村， 渐黄的
稻田与村庄交相辉映，
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丰
收画卷。 该镇位于汨罗
市西北部， 是东洞庭湖
自然生态保护区和汨罗
江国家湿地公园的重要
区域。近年，白塘镇大力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
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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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谢立松 尹湘英）临近中秋，在冷水江市电子
商务产业园，一批批打包精致的农特产品，正
通过物流渠道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通过引导
和发展电商扶贫项目， 冷水江农特产品实现
网上热销，杜绝了“丰产不丰收”“难寻下家”
等现象。

在精准扶贫和推动乡村振兴工作中，冷
水江积极探索电商扶贫新方式， 线下着力提
升农产品质量和包装， 线上强化电商服务和
推广，不仅有效避免农产品的积压滞销，还带

动贫困农户创业就业，形成良性循环。
近年来， 冷水江全力建设电子商务产业

园，园区已入驻企业141家，从业人员6000余
人；引导电商产业与农业农村、精准扶贫深度
融合，在城区构建综合服务中心，在乡镇建立
电商服务站，在村庄建立基层联络点，完善农
货上行、网货下乡、金融服务、助农取款、农技
培训、就业咨询等功能，形成“树根式”多层级
服务体系；利用网络、微信、手机APP等平台，
加强对本土农产品的推广。

冷水江把培育本土农特产品品牌作为重

中之重，统一制定农特产品生产加工标准，建
立标准化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认证标准。冷
水江的富硒葡萄、铎山杨梅、水云峰黄桃等一
大批产品成为电商“拳头品牌”；“麻辣特色小
吃”成为冷水江标志性电商产品，涌现出麻辣
魔方、好呷猴等一批麻辣特色电商企业。

截至8月底， 全市共有1万余农户参与到
电商平台，培育农民网店217家，电商企业网
上农特产品交易额达1.1亿元， 逾三成未脱贫
人口直接受益。冷水江先后被评为“全国电子
商务百佳县（市）”“农村淘宝最具活力县城”。

� � � �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记者 王晗 ）临近
中秋，正是黄桃上市季节。宁乡市沩山乡沩水
源村，一辆辆货车来来往往，老高带着乡亲们
忙得不亦乐乎。在长沙脱贫攻坚行动下，小小
黄桃成了村民们的“致富果”。

老高叫高胜春， 早些年靠养猪、 开三轮
车，日子过得去。没成想，妻子后来患了病，老
高花光了积蓄不说， 还欠下一屁股债。“搭帮
政府关心，给了大病救助和各种产业帮扶，慢
慢还清了账。”老高说,沩水源村这几年在驻村
扶贫工作队的帮扶下，办了合作社，建了果蔬
基地，有了扶贫车间，村集体经济风生水起,他
也甩掉穷帽子，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

近几年来，长沙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总
体经济实力居全国省会城市前列， 但“插花
式”贫困依然存在。为此，该市在脱贫攻坚战
中，聚焦市域内的贫困村、贫困户精准发力，
因地制宜推进产业扶贫、 就业扶贫、 教育扶
贫、健康扶贫、住房安全巩固提升、电商扶贫、
旅游扶贫、综合性保障扶贫、扶贫扶志等9大
精准扶贫行动。去年以来，全市投入产业扶贫
专项资金超过10亿元，铺排产业扶贫项目883
个，带动3.37万贫困户增收，贫困劳动力转移
就业率达74.7%。目前，该市已实现84个省定
贫困村退出，4.21万贫困户、12.72万贫困人口
脱贫，贫困发生率降至去年的0.27%。

“对已脱贫的贫困村、贫困户，将继续落
实相关扶贫政策， 减少和防止贫困人口返
贫。”长沙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今年是
脱贫攻坚冲刺之年，长沙将瞄准高质量脱贫，
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让精准脱贫成
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天晴落雨没空闲哩！”老高忙里偷闲算了
笔账：蔬菜基地做工每月挣三四千元，20亩黄桃
第一年挂果纯收入5万多元，加上养兔、酿酒这
些特色小微产业收入，一年下来能赚10多万元。

腰包鼓起来， 生活美滋滋， 越来越多的
“老高”干劲十足。继去年脱贫1.12万户、3.25
万人之后，长沙今年预计再减贫6640人。

� � � �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记者 贺佳 周
帙恒）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
义战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党组
书记， 享受正省级医疗待遇的离休干部齐
振瑛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9月12
日8时15分在长沙逝世，享年93岁。今天上
午， 齐振瑛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长沙明阳
山殡仪馆举行。

齐振瑛同志逝世后，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其逝世
表示哀悼，对其家属表示慰问，并送花圈。
陈希、张军、杜家毫、许达哲、李微微、熊清
泉、杨正午、徐守盛、刘夫生、王克英、胡彪、
黄兰香、王少峰、张剑飞、李殿勋等领导和
老同志均以不同方式对齐振瑛同志的逝世
表示哀悼，并送花圈。中共中央组织部、最
高人民检察院、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大
常委会、湖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湖南省委员
会、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等机关和单位送了
花圈。

王克英、 张剑飞等省领导和老同志参
加了齐振瑛同志遗体送别仪式。

齐振瑛同志1927年2月出生于河北省
玉田县一个农民家庭，1943年10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先后任村党支部书记、区中心支
委、 冀东十五专署公安办事处侦察员。
1949年3月经组织决定， 齐振瑛同志参加

南下工作团，到湖南后，历任零陵地区专署
公安处副科长、科长，湘南行署公安处办公
室副主任、主任，省公安厅办公室科长、副
主任、主任。1961年4月，任省公安厅副厅
长。1966年9月， 任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1970年3月， 任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副组
长。1973年参与了恢复省公安局和省公安
厅的相关工作，并担任省公安局副局长、党
组副书记。 荩荩（下转2版③）

九大行动精准扶持

靶向消除“插花式”贫困

�����电商扶贫“丰产又丰收”
全市1万余农户参与到电商平台，逾三成未脱贫人口直接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刘燕娟

“今年是基层减负年，各地区各部门要
将此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 坚决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强真抓实干的作风
建设， 让广大干部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中
部地区崛起的伟大事业中来。”今年5月21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工
作座谈会上，对中部六省提出明确要求。

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党中央
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湖南认真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切口小、见效
快、能落实、获得感强”的原则，研究出台
“一意见一措施”，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切实
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明方向：“20条措施”直击痛点
“经常不是在开会， 就是在开会的路

上，或者在迎检的现场。”郴州市北湖区人
民路街道办事处一基层干部这样总结自己
曾经的工作状态。他告诉记者，去年一年他
开了200多次会议，70%的精力花在开会
上，到群众身边的时间很少。

什么问题突出，就要解决什么问题。今
年1月，省委下发《关于大力提倡求真务实
真抓实干集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意
见》，查摆梳理出5个方面16类重点问题及
表现形式，要求各级各部门逐一对照检查。

3月25日，省委进一步出台《湖南省集
中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20条措施》，全
面对标中央精神， 既紧盯对党中央重大决
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喊口号、装样子的
错误表现， 又严肃查处文山会海、 空泛表
态、考核过多、敷衍塞责等突出问题，“对症
下药” 细化整改要求， 并明确牵头单位和

“交卷”时间。
省委办公厅带头印发全省重要会议、

重要活动、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五张
清单”。 省政府办公厅设立公文总控岗位，
严格实行计划管理，坚持开短会、讲短话。

“通过科学统筹、规范精简，把干部从
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 目的是激励干部干
事创业、担当作为。”省纪委省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文短了、会少了，深入基层和群众听实
话、摸实情、办实事的时间就多了。今年新
春上班第一天，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等20位省领导，带头开展

“四不两直”脱贫攻坚专题调研，深入贫困
县市走村入户， 面对面倾听民意， 纾解民
忧，为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榜样示范。

抓整治：点名道姓通报曝光
省水利厅原党组成员、 副厅长甘明辉

贯彻落实关于自然保护区重大决策部署打
折扣，受到政务警告处分；原省环保厅党组
成员、 副厅长姚斌因落实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不力，受到政务警告处分……今年以来，
省纪委向社会公开通报曝光一批领导干部
典型案例，释放出驰而不息整治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的强烈信号。

“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把形式主义、官僚
主义作为当前监督执纪的重中之重， 纳入
巡视巡察的重要内容。 在深入开展群众身
边腐败和作风问题治理的同时， 挂牌督办、
直查直办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线索。” 省纪委省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共查处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711个，处理1375人，给予党
纪政务处分946人。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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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贵雄

9月13日晚，中秋月明，新田县石羊镇石
羊居委会灯火通明，欢声不断，一年一度的
“中秋背龙”活动，吸引了村里村外居民的踊
跃参与。

“中秋背龙”在当地有300多年历史。居
委会主任宋能军介绍，过去，大家举行“中
秋背龙”祈求风调雨顺、欢庆中秋，现在通
过这种方式庆祝丰收， 感谢党和政府的富
民政策。

参加“背龙”的居民和鼓乐手，身穿黄色
练功服。 一名壮实的居民肩扛两名儿童，构
成龙头。18名居民平躺身体， 头脚相连组成
龙身，在他们身体连接处，由1名居民扛起。
于是，“龙”就可以活动了。

在传统鼓乐声中，“背龙”沿着居委会主
干道环绕行进，在人多的地方，平躺作龙身
和身下扛龙的居民自行分离， 变化姿势，摆
出“石榴开花”“锦上添花”“招财童子”等高
难度动作。现场喝彩声、欢呼声四起。

荩荩（下转2版④）

浏阳烟花
绽放央视中秋晚会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陈玲 田应会）昨天晚上，在央视中秋晚会主
会场江苏淮安，浏阳烟花在夜空中璀璨绽放，
盛邀全球华人同赏“花”好月圆良辰美景。这
是自去年以来， 浏阳烟花与央视中秋晚会的

“第二次握手”。
当晚8时30分许，来自浏阳金滩花炮厂的

焰火燃放团队奉上总时长为8分钟左右的视
觉盛宴。 用火药为椽笔， 以夜空作画布，“红
心”“笑脸”“五角星”“和平鸽”“水母” 等造型
各异的礼花弹次第升空， 与天上的皓月交相
辉映。 今年中秋恰逢即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浏阳烟花在晚会期间浓墨重彩彰显国
庆元素， 比如焰火主色调采用充满激情和活
力的中国红，《我爱你中国》 等爱国歌曲盘旋
耳畔，带给观众无限震撼的体验。

浏阳金滩花炮厂负责人表示， 他们采用
多元素信号集成技术，不仅实现了焰火、音乐
的同步控制，也确保多种元素的完美结合。

为基层减负，激励干部担当作为
———“牢记嘱托，湖南行动”系列报道之十三

铜官窑古镇中秋小长假首日

近3万游客
体验大唐中秋民俗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员
叶子君）提灯夜游、逛花街猜灯谜、观看拜月
仪式……中秋小长假首日， 位于长沙市望城
区的铜官窑古镇迎来近3万游客，体验大唐古
韵的中秋民俗。

9月13日至15日，铜官窑古镇倾情打造中
秋创意活动， 带领游客穿越至千年前的大唐
中秋之夜。白天的铜官窑古镇，古风古韵的美
景遍布街巷，成为游客打卡的热选。精心装扮
的“嫦娥仙子”行走穿梭，随时为游客送上月
饼等中秋福利， 身着盛唐礼服的丽人与金甲
武士不时闪现，为游客带来动感欢快的舞蹈。
在石渚风雨桥边， 悬挂的趣味灯谜受到游客
追捧。 夜幕降临， 古镇又披上一层华丽的灯
光。石渚湖边，千盏花灯漂泊湖面，将相思寄
往远方。古老的拜月仪式，也在铜官窑古镇得
到了复活。

我们的节日———

“中秋背龙”庆丰年

9月14日，位于张家界大峡谷风景区的高空峡谷玻璃桥以“凌空漫步，如履薄冰”
的惊险体验，成为当地中秋假期旅游的“网红”景点，吸引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吴勇兵 罗克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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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潮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 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齐振瑛同志逝世

齐振瑛同志遗像

� � � � 湖南日报9月14日讯 （记者 奉永成）
今天，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
（简称：省税务局）获悉，省财政厅、省税务
局联合发出公告， 个人消费者在我省餐饮
业、住宿业、娱乐业、建筑装饰业和医药及
医疗器材专门零售业等5个行业取得的增
值税普通发票和电子发票，在产生第一次开
奖结果时，可选择填写实名信息参与第二次
开奖。 二次开奖活动从2019年8月1日起至

2021年7月31日止，最高奖金达30万元。
根据公告，个人消费者在我省上述5个

行业消费时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和电子
发票，可通过“湖南税务”微信公众号的“有
奖发票”栏目参与第一次开奖，第一次开奖
单笔奖金最高100元，最低5元。符合条件
的个人消费者，在产生第一次开奖结果时，
可填写个人实名信息参与第二次开奖。

荩荩（下转2版②）

开发票可中大奖 最高奖金30万元
个人消费者在我省5个行业开具的发票可参与二次开奖，

开奖活动从今年8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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