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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赴澳门出席
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
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
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政区

新华社北京12月 14日电 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于
12 月 18 日至 20 日赴澳门，出席庆祝澳门

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
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并视察澳门特别行
政区。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徐荣 见习
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浇花草、淋菜地……
12 月 10 日，已经在湘乡市龙洞镇泉湖村住了
60多年的黄罗生忙个不停。他说：“以前都是一
担担挑井水，今年终于用上了自来水！”据了解，
湘乡市今年承办的包括农村自来水工程在内的
24个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截至12月9日
已全部实施到位，其中9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为了确保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湘乡市主
要领导将办公现场放在项目一线，为项目落实、

推进及管理排忧解难。湘乡市还抓好顶层设计，
确保实事项目为群众幸福生活“加码”。在资金
支付上，优先保障实事项目资金需求；在责任机
制上，明确责任，细化措施，制定计划并倒逼执
行，确保实事工程有诺必践；在监督机制上，形
成了“月报进度、季度自评、半年检查、年终考核
验收”机制，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定期督
查，同时在网上公示，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此外，湘乡市还制定了《重点民生实事后续
管理章程》，将后续管理工作与在建项目同谋

划、同部署、同检查、同考核，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确保了实事项目的效应发挥。

今年以来，湘乡市新增城镇就业7395 人、
改造1400户农村危房、减少108个义务教育大
班额、1.2万余名农村及城镇低保适龄妇女完成

“两癌”免费检查、基本消除村卫生室“空白村”
等，群众满意度、幸福感显著提升。近年来，该市
公众安全感测评排名3年实现“三连升”，在承
办省市重点民生实事考核中连续4年获评优秀
单位。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周勇军 鲁融冰 通讯
员 范晖 童宗锦）日前，汉寿县罐头嘴镇福兴村黄桃园里，
村民们忙着除草。村党总支书记童成友告诉记者，这个果园
以前是一片未承包到户的集体土地，启动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后，村里成立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黄桃产业，让荒地
变成聚宝盆。预计明年黄桃产量可达10万公斤，村里家家
户户能分红。

汉寿是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第二批试点县。
2017年开展试点以来，该县将清产核资作为突破口，聘请
第三方技术机构现场测绘和指界，摸清家底。共清理未承包
到户集体耕地、水面、荒地等 40.1 万亩，对比清查前核增
14.05万亩；清理核实资产6.75亿元；全面摸清了县乡村资
源性资产权属基础信息，确定权属165宗。并针对合同不规
范造成大量集体资产流失问题，认定不规范合同2005份。
所有环节均进行三榜公示，充分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
决策权。

摸清家底后，汉寿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
认指导意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股份量化指导意见，科
学、公开认定组织成员 17.5 万户 65.3 万人。根据各村（社
区）实际，因地制宜进行资产量化和权属确定，让资源变资
产、产权变股权，人人做股东。酉港镇双洲村组建股份经济
合作社后，废止1118亩鱼塘承包合同，重新对外发包，村集
体年收入增加27万元。

为有效盘活“沉睡”资产，汉寿县还鼓励和引导各村（社
区）发展集体经济。同时，建立长效机制，规范集体“三资”管
理；建立农村集体产权交易流转服务平台，并积极完善农村
集体资源性资产抵押、担保等权能。去年来，全县共发放农
村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214宗1.87亿元，有力促进了农村
经济发展。

如今，汉寿农村产改势头正劲，“沉睡”资产重焕生机。
县委书记杨昶介绍，到2020年，改革后的集体资产可确保
全县所有村（社区）年经营性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基础好
的可达到12万元。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黄柳英 通
讯员 钟伟锋 邓祖利）12月11日，永州市新田
县湖南三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基地，一辆货车
满载包装精美的大米，即将南下广州。该公司
副总经理张琦抓起一把新米自豪地向记者展
示：“我们的米每公斤卖到了 24 元，还供不应
求。”

三箭农业的成功得益于新田县突出产业扶
贫，打造“高端精细”农业。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
产业扶贫工作推进会上，推介了该县经验。

新田是国家级贫困县，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0237户。为摆脱困境，该县探索出以“特色产
业发展覆盖到村、产业扶持政策覆盖到户、产业
利益链接覆盖到人、制度保障覆盖到位”为主要
内容的产业扶贫新模式。他们围绕蔬菜特色产
业，建设 21 个以蔬菜为主的重点农业产业园
区。根据各村的自然条件和市场情况，打造农业
产业示范片区230个，形成了“一县一特、一村
一品”产业发展格局。为提高农产品竞争力，该
县创新“园区+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

户”产业扶贫模式，形成规模效益，保证了产品
质量。

精准的产业规划，带来的是名牌农产品的
井喷。新田大豆被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富
硒大米”成了礼品市场上的香饽饽；东升农场入
选首批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年产
值达 18.5 亿元。今年 1 至 11 月，永州市供港新
鲜果蔬9279批，货值达18.39亿元，占全省供港
新鲜果蔬的 96.5%。目前，全县贫困人口减至
864户1895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51%。

湘乡为百姓幸福“加码”
今年承办的24个省市重点民生实事项目已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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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四覆盖”模式推动高端精细农业发展

新田“植造”香飘粤港澳

湖南日报12月14日讯（记者 贺威）
今天，由省农业农村厅、商务厅、林业局、扶
贫办、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供销合作总社共
同主办的2019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

（北京）产销对接活动在北京全国农业展览
馆举行。省委副书记乌兰，副省长隋忠诚，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洪天云，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韩卫江，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副局长彭有冬，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党组成员侯顺利，北京市副市长卢彦，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刘仲华出席活动。

近年来，我省持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
将 60%以上的专项扶贫资金用于产业扶
贫，在51个贫困县建设特色产业示范园和
优质农产品供应基地47个，贫困地区农民
合作社达到2.7万家，已有839家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对接帮扶1805个贫困村。为进
一步加大贫困地区特色优质农产品销售，
提升产业扶贫质量，加快脱贫增收步伐，我
省已连续多次举办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产

销对接活动。
此次活动为期3天，以“脱贫攻坚、品

牌强农”为主题，旨在搭建产销对接平台，
做好宣传推介，促进我省贫困地区农产品
与北京和京津冀地区市场有效衔接。活动
室内展览面积近12000平方米，近500家
企业带来了上千种特色农产品，还有200
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采购商。活动设置了
宣传推介区，展示和宣传推介湖南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二品一标”特色农产品、湖
南省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产业扶贫、电商
扶贫成果，还有湖南辣椒、湖南茶油、湖南
菜籽油、湖南茶叶、蔬菜、水产、畜牧、水果、
粮油、中药材、竹木等11个展区。

活动现场举行了湖南红茶、湖南茶油、
安化黑茶、南县稻虾、永顺莓茶、麻阳冰糖
橙等专题推介及相关市县、参展企业推介
活动。开幕式现场还组织了采购商代表和
参展企业代表进行贸易洽谈、配对，签订成
交合同，成交金额13.6亿元。

2019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
（北京）产销对接活动在京举行

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在今年的全国高校排名中从第521名上
升到第 331 名，成为全国进位幅度最大的高
校；6个学科入选湖南省“双一流”应用特色学
科，13个本科专业入选2019年湖南省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数量居全省同类院校第一……
即将过去的2019年，记录下了湖南城市学院
的奋斗足迹。

没有区位优势，基础相对薄弱，这所地处
益阳的二本院校，如何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
和“双一流”建设大潮中异军突起？

“把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高
校改革发展和立德树人的全过程，将党建的

‘红色势能’转化为发展的‘工作动能’。”院党
委书记罗成翼这样解读该校改革发展的“红
色密码”。

锤炼班子的严实作风，当好
立德树人与改革发展的“领头雁”

11月24日晚11时许，“湖南城市学院理
论学习”微信群里仍讨论正酣。学校中层及以
上党员干部围绕“办人民满意大学的恒心力
量”各抒己见。

“这个群每天都这么热闹，早上有人推荐
新闻晨读，中午有人分享学习心得，晚上有人
热议理论观点。”院党委组织部部长袁志成自
豪地说，通过延长理论研讨触角，学校党委班
子和中层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实现了线上线
下实时联动，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天天见、天天新、天天深”。

由两所高校合并为一所高校后，二级机
构和编外人员冗杂，管理体制机制不顺……
如何破除发展中的“沉疴痼疾”，是湖南城市

学院成立初期面临的棘手问题。
要改革要发展，首先党委班子要过得硬。

该校党委班子实施以提升“核心引领力、民主
决策力、改革发展力、纪律约束力”为主要内
容的“四力”建设，补足精神之钙、把稳忠诚之
舵、扫除歪风尘垢。

该校从制度建设入手，确保党委领导下
的校长负责制有效落实。党委班子带头遵守

“班子八条公开承诺”，制定实施“干部六条履
职公约”，锤炼严实作风。

2017年底，学校进行路灯改造，某施工单
位通过公开竞争以 210 万元中标。工程进行
到一半，施工单位以“亏本”为由停工，要求加
价40万元。校方坚决回应：“严格按照合同办
事，否则追究违约责任！”见停工之举不奏效，
施工单位最终以合同价格按质按时完工。▲ ▲

（下转2版①）

“红色引擎”释放澎湃动力
——解读湖南城市学院改革发展的“红色密码”

左图：12月14日，宁远县禾亭镇长江头村，村
民在加工晾晒红薯干。近年，该县大力发展红薯深
加工产业，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促进农民脱贫致富。

右图：12月14日，宁远县鲤溪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村民在雷玄村就业扶贫车间加工服
装。该镇80后大学生姜定财返乡创办服饰公司，帮助110余名贫困人员、残疾人员就近就业。

本组照片均由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乐水旺 摄影报道

重度污染来袭
15、16日可能出现持续性中到重度污染，多

地发布预警、启动应急预案
湖南日报12月 14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彭庆庆 肖童觉）省生态环境厅环
境质量发布平台显示，至今天20时，我省
有7个城市的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

数据显示，空气质量达到重度污染的长

沙、株洲、湘潭、益阳、邵阳、常德、衡阳7市，
AQI（空气质量指数）都在200以上，首要污染
物为PM2.5。永州、岳阳、怀化为中度污染。娄
底、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为轻度污
染。郴州空气质量为良。

▲ ▲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12月 14日讯（记者 黄晗
通讯员 倪章华）今天，由中宣部宣教局等
单位联合组织开展的第三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征集展示活动评审结果
揭晓，湖南省委宣传部申报的3部微电影
获奖。其中，《半条被子》获5分钟类优秀作
品二等奖，《我是崖上一棵柏》《直播吧！支
书》获30分钟类优秀作品三等奖。

《半条被子》取材于红军长征期间的真
实故事。在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
徐解秀老人家中，临别时，见徐家家境贫
寒，连床御寒的被子都没有，女战士们将她
们仅有的一条棉被剪下一半留给了徐解秀

老人，体现了红军与人民之间的鱼水情谊。
《我是崖上一棵柏》以临武县两广村党支部
书记欧爱国为原型，讲述了欧爱国引进高
山云耳种植项目，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故
事。《直播吧！支书》讲述了一名任职多年、
即将卸任的村支书乐于接受新事物，成为
熟练运用互联网的“潮人”，以及一名大学
刚毕业的村便民服务员历练成长为经验丰
富的农村基层干部的故事。

本次活动自今年6月开展以来，组委会共
收到报送作品2163部。经过初评和终评，最
终评选出135部优秀作品，分别获得5分钟、
15分钟、30分钟三个类别的一二三等奖。

全国第三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评审结果揭晓

我省《半条被子》等3部作品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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