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冒蕞 刘笑
雪 曹娴） 今天上午，2019年亚太绿色低碳发
展高峰论坛在长沙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在开幕式上致辞并巡馆。

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德博拉·斯托克斯，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庄国泰致辞。 副省长陈文
浩主持开幕式。

许达哲在致辞中说， 新中国成立70年
来，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自豪的
成就。近年来，湖南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牢记“守护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坚
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依托长株潭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和两型社会试验区、 郴州国

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等重要平
台，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
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坚决淘汰落
后产能， 大力实施湘江保护和治理三个三
年行动计划、洞庭湖水环境综合治理，连续
3年发起污染防治“夏季攻势”，加快生活污
水垃圾、 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和黑臭水
体治理，让长江岸线成为最美岸线、让洞庭
湖区成为大美湖区的目标正逐步成为现
实，绿水青山正成为湖南亮丽的名片。地球
是浩瀚宇宙的“小村庄”，要发挥亚太绿色
低碳发展高峰论坛等平台作用， 进一步凝
聚共识、共享技术，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共
同保护建设好绿色家园。

荩荩（下转2版③）

2019年亚太绿色低碳发展
高峰论坛在长沙开幕

许达哲致辞并巡馆

今天是第6个全国扶贫日暨第27个国际
消除贫困日。6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引领推动全国上下打响精准
扶贫、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精准扶贫“首倡
地”，湖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
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把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来抓，脱贫攻坚取
得了重大决定性进展 。2012年底至2018年
底，全省累计减少贫困人口684万，实现31个
贫困县脱贫摘帽、6202个贫困村脱贫出列，
贫困发生率由13.43%下降到1.49%。

行百里者半九十。现在距离全面完成脱
贫目标只剩不到15个月时间，全省还有20个
贫困县、718个贫困村、83万贫困人口尚未脱
贫。越到紧要关头，越要咬紧牙关攻坚。全省
各级各部门必须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保持定
力，拿出一鼓作气、顽强作战的韧劲拼劲，以
决战决胜之势向贫困最后堡垒发起总攻，确
保如期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全面解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两不愁、三保障”是贫困人口脱贫的基本
要求和核心指标，直接关系脱贫攻坚质量。
当前，全省“两不愁”问题已基本解决，“三
保障”还存在短板问题和薄弱环节，主要体
现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和存量危房改
造任务较重、 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对象失学
辍学问题容易反复、 慢性病签约服务质量
有待提升、 个别村组户季节性缺水问题尚
未根本解决，等等。我们要强化底线思维，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补短板、强弱项，确
保今年年底前全部解决到位。 全面落实教
育扶贫各项政策，加强控辍保学力度，推广
城校带村校机制， 保证农村贫困地区学生
“有学上”“上好学”。 深入实施健康扶贫行
动，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
助等保障，着力解决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难题。加快危房改造进度，扎实推进贫困地
区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 让贫困群
众住有所居、居有所安、喝上放心水。

荩荩（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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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奋斗者

习近平向首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

就中蒙建交70周年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互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16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16日上午在
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庆祝活
动筹办工作有关方面代表， 向他们表示衷心
感谢和诚挚问候， 对他们在工作中取得的优
异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勉励大家奋发有为、再
立新功。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
洋、赵乐际、韩正，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参加会
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参加会见并
在总结会议上讲话。

16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华灯璀璨、
气氛热烈。10时许，习近平等来到这里，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同大家亲切握手、不时

交谈，并合影留念。
日前，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

会会议， 专门听取庆祝活动总结报告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庆祝活动是国之
大典，气势恢弘、大度雍容，纲维有序、礼乐交
融， 充分展示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
就，有力彰显了国威军威，极大振奋了民族精
神，广泛激发了各方面力量。庆祝活动是在第
一个百年即将到来之际，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
人民万众一心， 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奋进的一次伟力凝聚； 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 全体中华儿女对共
同理想所作的一次豪迈宣示； 是在当今世界
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 中华人
民共和国始终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并且愈

发蓬勃、愈发健强的一次盛大亮相。
习近平指出，庆祝活动涉及单位多、参与

人员广、时间跨度长、组织任务重。活动能够
取得圆满成功，根本在于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在于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习近平强调，庆祝活动是人民群众爱国主
义精神的集中展示，要抓住契机，加强对人民群
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引导。庆祝活动体现了继
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要总结好做法好经验，用
以指导今后的重大庆祝活动。庆祝活动为我们
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加强对这些精
神财富的发掘利用，使之转化为亿万人民群众
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动力。

会议传达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荩荩（下转2版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总结会议在京举行

习近平亲切会见庆祝活动
筹办工作有关方面代表

会议传达习近平关于庆祝活动的重要讲话
对学习贯彻讲话精神作出部署

李克强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王岐山参加会见
王沪宁参加会见并在总结会议上讲话

永不忘却的一跃 ———忆罗盛教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实习生 宋叙泓

故事从一个牛头刨床说起。
10月16日，记者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有限公司科技文化展示厅看到， 一个牛头
刨床静静地立在那里。这是公司1936年创
建时第一批从国外进口的关键设备之一，

左侧铸造着醒目的“中英庚款”字样。
栉风沐雨80余载，当年的“舶来品”，

在株洲田心播下一颗种子， 湖南人以辛劳
的血汗与创新精神， 将其浇灌成轨道交通
装备产业， 培育壮大成为全国首个轨道交
通装备千亿产业集群。

荩荩（下转4版）

轨道交通博览会 何以落户湖南
———写在2019中国国际轨道交通和装备制造

产业博览会开幕之际

牢记殷切嘱托 保持韧劲拼劲
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写在第6个全国“扶贫日”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杜家毫
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 许达哲

（2019年10月17日）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冒蕞 刘
笑雪 陈淦璋）今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来到2019湖南（长沙）装配式建筑
与工程技术博览会展馆巡馆。他强调，要以
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不断提升建筑产业实
力，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注入强劲动力。

副省长陈文浩，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一
同巡馆。

走进1号展馆，许达哲一行了解了新中
国成立70年以来我省住建事业的发展成
就。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展位，“装配式
建筑+易地扶贫搬迁”的模式引得许达哲驻
足询问，他详细了解这一模式的覆盖面、成
本、产业带动作用等情况。

可反复拆分重建的钢骨架泡沫混凝土
组合结构全功能集成单元房、 全自动的钢
筋绑扎机器人、 性能优异的夹心保温空腔
预制墙构件……其余3个展馆中，省内外多
家建筑企业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

不暇接。许达哲说，要坚持创新驱动，紧扣
市场需求，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力度，将好
技术转化成更高效的产能和更优质的产
品，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巡馆中，许达哲指出，近年来，我省住
建事业发展迅速， 装配式建筑产业产能和
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 要以创新为第一动
力，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探索“智能+建筑”
“信息+建筑”的融合发展路径，提高建筑
产业竞争力。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更好发挥装配式建筑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等优势，为牢记“守护好一江碧水”殷殷嘱
托、建设生态强省贡献力量。要深化开放合
作，为企业开展项目合作、联合攻关等搭建
平台，推动本土建筑企业“走出去”，扩大国
际市场份额。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在推动
城乡一体化发展、农村“厕所革命”、“芙蓉
学校”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中找准企
业的“用武之地”，在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
中实现企业更好更快发展。

许达哲在“筑博会”展馆巡馆时强调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推动住建事业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贺威）今天，
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在岳阳召
开。省委副书记乌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精
神，找差距、学经验、抓重点、强保障、抓落
实， 大力推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岳阳经
验”， 为建设美丽宜居的湖南新乡村而不懈

努力。副省长隋忠诚主持。
乌兰指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第一仗”，全省上下积极
行动，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她强调，要对照要
求找差距， 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一步
提升认识、明确责任。要对照典型学经验，力
争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干在实处、 走在前

列。学习岳阳及省内外探索的好经验，推动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要
对照目标抓重点， 围绕整体提升乡村宜居水
平推进“一次规划、从容建设”。坚持规划先
行、理性推进，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坚持
对标对表、突出重点，坚持农民为主、共建共
享，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硬任务。
要对照任务强保障，全面压实责任、加大投入
保障、加强督查考核，进一步加大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的推进力度、投入强度。要对照部署抓
落实，统筹做好乡村振兴其他重点工作，始终
把乡村产业振兴作为重点来抓， 不断提高乡
村治理水平，着力营造文明乡风，统筹推进乡
村全面振兴。 荩荩（下转2版④）

乌兰在全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现场推进会上强调
大力推广“岳阳经验”
建设美丽宜居新乡村

20版

20版

20版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贺佳）10月
15日至16日，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益阳市调研
时强调， 要进一步深化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
革，坚决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大力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和先进制造业发展， 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参加调研。
在国联食品、桃花江竹材、风河竹木、金

之香米业等企业， 杜家毫详细考察了小龙虾
加工、南竹加工、稻虾生态种养等当地特色产
业发展情况。他强调，益阳市农业基础良好，
要朝着“打造以精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
产品供应基地”的目标，进一步加快现代农业
综合配套改革步伐，不断提升农业产业化、科
技化、规模化、机械化水平，以产业链思维推
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做大做强黑茶、水
产、竹木、面食、稻虾米等特色品牌，更好助力
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益阳市以与华为合作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为

契机，吸引了软通智造、北明软件、弗兰德等一大
批华为生态合作伙伴和配套企业投资落户；三
一中阳机械有限公司生产的路面养护机械，市
场份额居全国第一。杜家毫在考察时指出，随着
近年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的加快建设，益阳市
的交通区位优势正不断放大。要抢抓机遇，找准
切入口发力点，大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坚定不
移发展先进制造业，夯实高质量发展的根基。

此行， 杜家毫再次来到大通湖和下塞湖，
对当地综合治理、河道采砂、造纸企业退出、芦
苇产业后续发展等开展“回头看”。经过整治，
大通湖水质已连续12个月稳定在Ⅴ类，矮围彻
底拆除后的下塞湖已是一派生机勃勃。杜家毫
充分肯定益阳市近两年来在中央环保督察整
改、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大通湖流域综合治
理等方面取得的明显成效。他说，打赢污染防
治攻坚战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不可避免会面
临诸多困难和矛盾。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坚决
打赢打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要始终坚持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 把洞庭湖、大
通湖保护治理作为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成效的具体实践，以上率下、真抓实
干，发扬斗争精神、奉献精神，坚持河湖一体、
水陆同治、全域推进、综合施策、统筹联动，继
续在“退养、截污、疏浚、增绿、活水”上下功夫，
做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科学治理、协同治
理，坚决守护好一江碧水，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益阳期间， 杜家毫还考察了清溪村美
丽乡村建设和天意木国文旅产业发展情况，
看望慰问了南益高速项目建设者。 杜家毫指
出，近年来益阳市一手抓三大攻坚战，一手抓
产业项目建设，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具备
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要保持战略定力和狠劲
韧劲，对看准了、定下来的事紧盯不放，抓一
件成一件，积小胜为大胜，努力完成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为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杜家毫在益阳调研时强调

深化现代农业综合配套改革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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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日报》10月16日刊发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