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贺威 孟姣
燕 颜石敦） 今天上午，2019年湖南国际文
化旅游节在郴州市宜章县莽山开幕。 省委
副书记乌兰出席并宣布开幕。老挝新闻文化
和旅游部副部长沙万空·拉沙蒙迪， 省政协
副主席、郴州市委书记易鹏飞出席并致辞。

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已成功举办了
十六届，本届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以“锦绣
潇湘·别样郴州·湘粤莽山”为主题。除开幕
式外，还有湖南文化旅游推介会暨郴州文旅
招商引资推介会、境外旅行商和媒体踩线、
莽山森林美食宴、莽山森林音乐会、湖南卫
视《乡村合伙人》走进宜章、“湘港”专列游
莽山、千名好人登莽山暨“巅峰湖南·2019”
六大名山登山赛等系列活动。同时，全省各
地组织了系列配套文化活动。

本次节会呈现出主动对接大湾区、充

分体现国际范、深度融合文旅体、全面显示
民俗风等特点。 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及所有
游客推出系列旅游优惠政策， 让更多游客
共享这场文旅盛会；策划组织“莽山全球热
恋”活动，邀请多国青年情侣在莽山云端栈
道山盟海誓、 热烈告白； 注重传承民俗文
化、地域文化，融入体育赛事；呈现瑶乡建
筑、非遗文化、瑶族歌舞、莽山森林美食宴、
门板宴等民俗风情。

开幕式以序曲《天地传奇、莽山之恋》
开篇，舞蹈《云舞翩翩》拉开了文艺演出的
帷幕，《两两相望》 用歌声述说莽山将军石
的家国情传说故事，莽山旅游主题歌《我想
攀上一座高山》抒发了“壮美莽山、达观天
下”的胸怀豪情，还有一批原创歌曲集中展
现了宜章文化之厚重、生态之静美、康养之
佳境、瑶民之风情。

2019年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
在宜章开幕

乌兰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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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刘昌宏）“希望公司发展越来越好 , 分的红越来
越多。”9月12日， 麻阳兰里镇塘里村村民李明
金说， 他从群益禽业公司拿到的分红和打工收
入，一年有3.5万元。据了解，群益禽业公司是麻
阳引进的“回引创业” 重点企业， 年出笼蛋鸡
200万羽。 该公司利用“金融产业扶贫小额信
贷”政策，主动吸纳贫困户入股，李明金等14户
农民成为公司“股东”，还在公司打工，去年全部
脱贫。

素有“中国冰糖橙之都”“全国蔬菜生产重
点县”美誉的麻阳苗族自治县，近年来立足资源
优势，以产业开发为主导，以金融扶持产业发展
为突破口，大力推进精准扶贫。县委、县政府确
定“优先发展壮大农业特色支柱产业，助推精准
脱贫摘帽”的总体思路，每年安排1000万元资
金，用于发展柑橘产业；整合扶贫、农业等部门
资金27亿多元，集中投入到扶贫产业基地道路、
灌溉、供电等设施建设和品种改良提质；实施“回
引创业”工程,全县回乡创业人数达到700多人，
总投资额达到6亿多元，带动5000多户贫困户实
现脱贫。

为解决发展产业所需的资金问题， 该县创新
推行金融产业扶贫做法，给贫困户评级授信，发放
无抵押免担保小额信用贷款， 并对贫困户发展产
业实行奖补政策。同时,采取财政出资，向政策性农
业保险公司购买“特惠保”办法，为贫困户发展产
业承担灾损风险。 已累计发放小额信贷资金2.6亿
多元，扶持5000多户贫困户发展种养和加工业，户
均增收1.6万多元。

目前，全县已形成水果、养殖、瓜菜、优质稻4
大农业支柱产业；今年整合资金8980万元，安排
农业产业扶贫项目66个。

如今， 该县52698名贫困人口有产业支撑，占
总贫困人口的78.7%。今年拟脱贫11454人，13个
贫困村出列，整县脱贫摘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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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李伟锋 李永亮
通讯员 唐波 秦蓁）“稳得很，再也不担心绊跤了！”
9月12日，在株洲市荷塘区宋家桥街道月桂社区高
淑元家，结对帮困的志愿者伍红彬、柳凤莲忙活一
上午，终于帮高家装好了洗手间的扶手，高淑元试
抓了一下，频频点头。

今年5月，宋家桥街道在落实、落细区委、区政
府城乡帮困工作时， 摸排到高淑元的特殊情况：老
人已88岁，因女儿定居外地，平时独居无人照顾。随
后， 社区在反复征求高淑元老人意愿的基础上，安
排志愿者伍红彬结对帮扶，并制定了个性化帮扶措
施：志愿者经常上门陪老人聊聊天，帮忙添置生活
用品；社区医生定期上门进行健康检查。

得益于荷塘区用心实施的城乡帮困工程，像
高淑元一样获得“私人订制服务”的城乡困难群
众已有2400余户。

今年初，荷塘区将城乡帮困列为系列民生工程
之一，各乡镇、街道“几乎一夜之间”就发动志愿者，
建起了帮扶团队，开展帮扶活动。区委书记邬凌云
感觉“不对劲”，忙喊“暂停”。他反复强调不着急，把
情况再摸准一点，方案再做细一点，措施再定实一
点，“以更好方法、更实作风追求更高质量”。

经过反复调研、论证，历经3次“踩刹车”，4426
个困难家庭情况被“摸了上来”， 首批2400余户按
“一户一策”“一人一策”精准帮扶。干部、志愿者实打
实帮扶，效果远超以往简单地送慰问金、送物资。

荷塘区近年来连续开展“幸福荷塘”系列民
生行动，无物业小区自治、城区养老、人居环境整
治等都坚持时间服从质量，慢下来、沉下去、静下
心，反复细化操作方案，确保工作不虚、不空、不
偏、不走过场。

慢工出细活。目前，荷塘区51个无物业小区
自治，61个区、乡镇（街道）、社区养老场地，全域
人居环境整治等民生工程，都办成了实打实的民
心工程。该区慢工细活办实民生事的经验，已在
株洲市全面推广。

�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熊小平
周俊）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湘中明珠”娄
底市迸发出惊人的能量， 由一个不起眼的
小镇，一跃成为崛起湘中、享誉全国的现代
化新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迎难而上、
昂扬向上、蒸蒸日上新气象。从1952年到
2018年， 娄底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316倍，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53倍。

新中国成立初期， 娄底还是一个乡间
小镇， 人们主要靠传统的农业生产过着自
给自足的生活。 在全国大力发展工业的大
潮中， 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炭和有色金属等
资源，涟钢、冷钢、金竹山火力发电厂、资江
氮肥厂等大型厂矿企业相继建成， 娄底逐
步成为全省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 为全

国经济建设输出能量。
资源型产业结构，曾为娄底带来荣耀，

也存在产业单一、环境破坏、后劲不足等问
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娄底及时做出“加速
转型，奋力赶超”的战略决策，以振兴实体经
济为突破口，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立足
“钢”基础、发挥“钢”优势，建设“钢铁新城”；
着力打造先进储能、住宅产业化、精细陶瓷、
路面机等百亿级产业基地，构建板材深加工
及汽车零部件千亿级产业集群；着力培育特
色新兴产业，“娄底南·联创小镇”“中国文印
小镇”“电力科技谷”“路面机生产基地”“湖
南光谷”等，逐步成为新的闪亮名片。

“湘中明珠”，焕发出越来越璀璨的光彩。
（详见4-5版）

娄底：“湘中明珠”多璀璨
———湖南发展成就巡礼（市州篇）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好作风是战斗力，也是推动力，更是凝聚
力。

“要调动党员干部敢抓敢管的积极性。”
“要以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精神状态，脚踏
实地、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打赢（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 这场硬仗。”2013年11月来湘考察
期间和2016年3月参加湖南代表团分组审议
时，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两次对湖南干部作风

建设提出殷切期望，寄意深远。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和指示精

神，湖南鲜明树立敢担当、重实干、重实绩的
用人导向，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
并重，锤炼担当实干的“铁肩膀”，进一步提振
全省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多用加法 ， 提升干部素质
能力水平

担当作为的好作风从哪里来？ 来自政治
坚定、能力过硬。

近年来， 湖南始终坚持提升干部素质能
力水平， 注重加强党性教育和专业化能力培
训，采取集中学习、体验式学习、网络学习、个
人自学等丰富多样的教育培训方式， 让党员
干部锻造敢担当能作为的强健“筋骨”。

在干部教育培训中，湖南始终把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
为头等大事、首要任务，以坚决维护习近平
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为最高政治
原则，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本，以全面增
强执政本领为重点，教育引导干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
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8月20日，一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题
培训班” 在湖南省干部教育培训网络学院开
班，在为期2个月的时间里，全省农口系统的
1.6万余名干部可以自主安排时间， 在线完成

“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学习，修得相应学分。
荩荩（下转3版）

锤炼担当实干的“铁肩膀”
———“牢记嘱托，湖南行动”系列报道之十四

� � � �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于振宇
杨军）今天，第七届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
展战略论坛在益阳市安化县举行。十届、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出席活动
并作主旨演讲。 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陪同
出席活动。

中国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由
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创办， 聚焦
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减贫问题，
已成功举办了六届， 受到各级政府及社会
各界的高度关注和广泛好评。

张梅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推进脱贫攻坚， 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近年
来，安化县把精准扶贫作为头等大事，举全
县之力扎实推进“十大脱贫攻坚行动”，各
项脱贫核心指标全面完成，今年4月顺利实

现贫困县摘帽。这样成绩的取得，归功于党
中央脱贫攻坚的好政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归功于各级扶贫干部和益阳人民
奋发图强、久久为功的奋斗精神。

张梅颖强调， 实现脱贫是攻坚战，防
止返贫是持久战， 要建立脱贫和防止返
贫的长效机制，设置政策缓冲期，适当延
长政策扶持时间。 贫困地区要从根本上
拔穷根、摘穷帽，必须依托当地资源培育
可持续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 同时把稳
定就业作为脱贫和防止返贫的主要措
施。 要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的后续帮
扶问题， 加强后续产业发展和转移就业
工作， 认真总结易地搬迁后扶措施的先
进经验加以推广，确保搬迁农户搬得出、
稳得住、能致富。

荩荩（下转2版③）

第七届中国贫困地区
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举行

张梅颖出席活动并作主旨演讲

荷塘区 麻阳苗族自治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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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图：9月22日，常宁市罗桥镇下冲村，村民张灯结彩，用丰收的稻谷、
玉米、蔬菜、瓜果摆放出“丰收中国”等字样和图案，庆祝第二个中国农民
丰收节。 唐雍钧 周秀鱼春 摄影报道

右图：9月21日，永顺县松柏镇三坪村，稻谷扎成小把有序摆放，形似
一条条金龙，村民在稻田间跳土家摆手舞欢庆丰收。当天，该县举办“我的
丰收我的节———土家族晒龙谷”活动，土家儿女载歌载舞，分享丰收喜悦，
表达对祖国的祝福。 刘振军 向飞卿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从2016年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双助
双行动”主题活动，在全省三级政协组织和
委员中展开。

“双助”，是指“助力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助推新发展，建设新湖南”。

“双行动”，则是“帮助一名贫困家庭在
校学生完成学业、 结对一个贫困家庭增加
收入充实家业、 帮助贫困家庭一名成员解
决就业”的“三个一”扶贫行动，以及“进企
业、进园区、进乡村，助推企业发展、助推园
区提升、助推乡村振兴”的“三进三助”聚力
行动。 荩荩（下转2版①）

画出最大最美同心圆
共建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湖南省政协开展“双助双行动”主题活动纪实

湖南日报香港9月22日电（记者 周小
雷 唐能）今晚，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庆祝新
中国成立70周年暨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
礼在香港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出
席并致辞。香港中联办副主任何靖，外交部
驻港特派员公署副特派员赵建凯， 湖南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解放军驻
港部队政治工作部主任仇兴平出席。

梁振英在致辞中表示，湖南与香港同
属泛珠三角区，互补性强。湖南作为中部

省份，能起到承东启西、沟通长江经济带
的重要作用。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中
心的大概念没有变， 但是主要产业已经
向高端和高产值发展， 其发达的贸易业
和物流业可以结合湖南的创新力量，协
助湖南高质量、 高技术的产品通过香港
走出国门走向国际， 为粤港澳大湾区的
全面开放、 港湘共赢合作和高质量发展
注入新动能。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香港湖南联谊总会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第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举行

为繁荣香港发展湖南
贡献更多力量
梁振英出席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