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彩湖南·

宁乡大屯营镇党委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第一政治任务，
紧紧围绕“两不愁三保障”核心指标，突出抓牢产业扶贫和就
业扶贫两大核心，通过栽“大树”、拓“渠道”，深入探索精准扶
贫好路子，切实推动脱贫攻坚见实效。

产业带动，栽脱贫“大树”。大屯营结合镇域实际，大力扶
持贫困户参与种植、养殖等门槛较低的农业产业，使其实现脱
贫致富。通过龙头企业带动，建立“企业+贫困户”经营管理模
式，由花明粮油公司对帮扶对象发放物资、技术上门培训、入
户跟踪服务，2019年帮扶贫困户 291户 868人，总产值 117万
元，户均增收4022元，贫困户自主发展产业完成162户。

就业拉动，拓就业渠道。大屯营镇围绕就业扶贫车间及
公益性岗位两类就业扶贫重点渠道，采用厂房式和居家式结
合的方式，建立2个就业扶贫车间，共吸纳25名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就业，实现人均稳定增收 6000 元以上。此外，还大力
开发村道保洁员、河道巡查员等就业扶贫公益性岗位23个，发
放工资9.2万元。

下一阶段，大屯营镇将精心指导各村（社区）党组织制订
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大力整治“涣散村”，助力更多贫困对象
脱贫致富，实现全镇群众全面同步小康。

（李曼斯 胡智勇）

宁乡市大屯营镇:着力抓实“两业”扶贫
党建促脱贫攻坚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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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要激烈，场下需文明

▲ ▲（上接1版②）
邵阳市力促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发展外贸，

培育打火机、发制品、箱包、鞋业、裘革等 5 大
优势产业，打造邵阳发制品、邵东打火机和箱包
3 个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示范基地。发挥邵商优
势，引进外向型加工企业，目前该市共培育 605
家进出口实绩企业。

邵阳市还健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解决外贸
企业“不会做”“没订单”“融资难、收款难”等
问题。该市在湘商产业园建立外贸综合服务中
心，免费为企业提供咨询、退税、报关等业务指
导；实施“万企闯国际”“邵品出邵”行动，组织
企业参加境内外专业性展会，帮企业推产品、找
客户、接订单；落实“物流业降本增效 19 条”

“保税改革 16 条”等优惠政策，帮助外贸企业拓
宽融资渠道，推进出口信用保险。

心中信仰坚，脚下力量见

▲ ▲（上接1版③）
吸取红色力量，当好红色

基因的薪火传人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
传统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
业薪火相传、血脉永续。

毛泽东故居、刘少奇故居、任弼时故
居、蔡和森纪念馆、新民学会旧址、秋收
起义旧址……这是湖湘大地乃至中华民
族十分珍贵的红色资源,是在开展主题教
育中寻初心、悟使命的“丰富宝藏”。主题
教育开展以来，湖南积极利用这些“红色
宝藏”开展主题教育，赓续红色历史，凝
聚红色力量，用湖南人物、湖南故事、湖
南精神教育人、感染人、激励人，在传承
红色基因中淬炼初心使命、汲取精神力
量。

去年 6月 3日，省委常委会成员专程
到汝城县沙洲村，重温“半条被子”的感
人故事，带头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开展集
体学习，深入研讨交流，拉开全省主题教
育的序幕。益阳市委常委会成员赴湖南
最早的村党支部——赫山区八字哨镇金
家堤党支部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向全市各
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发出“传承红
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的号召；湖南第
一师范学院充分利用自身的红色教育资
源,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融入红色基因,形
成红色文化对师生“潜移默化、润物无
声”的育人效果。

依托红色资源优势，省委宣传部打
造“潇湘红色故事汇”宣讲品牌，以集中
宣讲与组建小分队宣讲相结合的方式，
走进企业、机关、校园、社区、军营等开展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活动。同时，新闻媒

体踏寻革命先辈足迹，挖掘和讲述红色
故事；开设红色课堂、阅读红色经典、传
唱红色歌曲……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对
照先烈检验初心、寻找差距的过程中，潜
移默化地将红色基因植入精神血脉之
中，进一步凝聚起无坚不摧的红色能量。

2019 年 7 月 26 日，省委礼堂，全省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
型报告会催泪开讲。“洞庭赤子”余元君、

“白衣天使”钟礼立、英勇特警于勇、“电
焊花木兰”易冉……9位共产党员的初心
故事，立起了催人奋进的旗帜。

榜样是无声的教材。主题教育中，全
省各级各单位还紧密结合自身实际,挖掘
身边先进典型,不断增强学习教育的针对
性、实效性。芷江侗族自治县在县电视台
开设《初心》栏目，宣传和引导党员干部
以周福坤、龙四清等身边典型为镜，找差
距，查不足，改进工作作风，带头苦练富
民本领；常德军分区开展“远学雷锋、近
学田工”活动，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伤
残退伍军人田工现身说法，并发动民兵
开展帮扶行动，将田工热心公益、服务人
民的情怀镌刻在民兵心里。

淬炼政治本色，当好破解
新时代难题的担当者

信仰之基一时一刻也不能松动，精神
之钙一丝一毫也不能缺少。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全省上下始终注重加强党员干部思
想政治建设，不断掸去思想上的灰尘、淬
炼政治上的坚定，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推动主题教育扎实开展。

省委坚持扛牢主体责任，对“贯彻落
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置若罔闻、应付了事、
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的问题”持续开展专

项整治，实行台账管理，强化政治督查、加
强舆论引导，并出台习近平总书记指示批
示办理工作制度，有力推动了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
部署在湖南落地生根。

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旗帜鲜明讲政
治，把开展主题教育作为一种政治责任
来担当、一种政治任务来完成、一种政治
要求来落实，用好检视问题的“放大镜”，
通过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着力解决
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的问题。

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照党章
党规，对照人民群众新期待，对照先进典
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仔细找
一找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
找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方面存在哪些
差距，找一找在群众观点、群众立场、群众
感情、服务群众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找一找
在思想觉悟、能力素质、道德修养、作风形
象方面存在哪些差距，有的放矢进行整改。

娄底市娄星区抓好正反典型教育,组
织宣讲团巡回宣讲先进人物典型事迹,组
织近千名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召开警示教
育大会,违纪违法的党员干部现身说纪、
说法,起到很好的警示作用；永州市曝光
一批扶贫领域干部作风、污染防治、营商
环境等方面的“顽瘴痼疾”,针对永州经开
区营商环境不优的问题进行“解剖麻雀”,
处理了一批干部，政治风气明显好转。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
“主题教育既是一次全面的精神洗

礼，更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广大党
员纷纷表示，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
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
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肩负起新时代共
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王亮

大快人心！
1月4日，CBA联盟对 1月1日江苏肯帝亚主帅贝西

诺维奇与场边观众汪某某冲突一事，开出罚单：对汪某某
处以“取消其联赛持证资格，列入CBA观赛黑名单，终身禁
止汪某某进入任何CBA赛场”，对在比赛过程中走出球队
席区域并最终与汪某某发生肢体冲突的贝西诺维奇处以

“通报批评并停赛1场”。
处罚一公布，立刻得到广大球迷的赞许，挑起事端的汪

某某，行为着实暴戾低劣，最终处罚结果也是公正公平的。
篮球赛事对抗激烈，球员、观众易处于亢奋状态，场内外

发生冲突，并不少见。此次事件之所以备受关注，另有他因。
据公安部门调查，汪某某并非初犯，此前就曾辱骂过其他球
队的队员。他也不是一名单纯的观众，而是江苏省句容市篮
球协会的主席，据说还是江苏肯帝亚俱乐部的股东之一。

一名篮球行业的从业人员，枉顾职业赛事的公共秩
序，辱骂自己主场俱乐部的主帅甚至发生肢体冲突，行为
之丑陋荒诞，既暴露了其糟糕的道德水平，也折射出中国
篮球文化的贫瘠，令整个行业蒙羞。

篮球是我国最受民众欢迎的项目之一，业余和职业领
域，发展势头均格外强劲。但一个项目的发展是否健康、成
熟，不只看市场的繁荣、竞技实力的提升，良好的观赛环
境、文明的球迷文化等软实力也是重要标准。对抗激烈的
篮球赛是大家期待的，但场内外的和谐文明，亦是精彩赛
事的一部分。

值得点赞的是，在对当事双方都有合理处罚之外，CBA
联盟还表示：“感谢贝西诺维奇夫人在观看比赛过程中主
动制止不文明行为、维护赛场秩序，并将邀请贝西诺维奇
夫人及其家人参加即将在广州举行的CBA全明星周末活
动。”这展示了中国篮协不断进步的应对能力与人情味。

▲ ▲（上接1版④）
为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湘江新区围绕16

条优势特色产业链，突出抓好招商引资和平台建
设，推进建链、补链、延链、强链，去年共引进
产业链项目 116 个，合同引资 1814 亿元。同时，
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审批事项从75项优化为
45 项，滨江金融中心政务超市为入驻企业提供

“一站式”服务。去年 1 至 11 月，新区新增市场
主体3.3万个。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之年和“十
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湘江新区将继续以产业项
目建设和营商环境优化为抓手，推动区域发展硬
实力与软实力同步提升。长沙市委副书记、市
长、湖南湘江新区党工委书记胡忠雄表示，将进
一步强化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保持
定力、精准发力、持续用力，全力推进区域高质
量发展。

▲ ▲（上接1版⑤）
永州（深圳）智能硅谷产业园占地280

亩，总投资10亿元，由广东省湖南冷水滩商
会组织的12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或拥有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身份的企业参与投资建设。
主要以高端装备、智能制造、电子信息为产业
链，以研发、生产、销售为市场集聚平台，以共
同孵化、资源整合、资金共享为经营共同体，

以共建研发中心、共有研发团队为持续发展
力，着力打造产业基础高端化、产业链条现代
化的示范园区。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工业
总产值8.7亿元，年税收3600万元。

新闻链接

王毅同伊朗外长通电话

中方反对在国际关系
中使用武力

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1月4日，国务委员
兼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伊朗外长扎里夫通电话。

扎里夫通报了伊方对伊朗将领遭袭事件的
立场。扎里夫强烈谴责美方的粗暴行径，表示美
方所为势将产生严重后果。伊朗已就此向联合国
秘书长致函，希望中方能为防止地区紧张局势升
级发挥重要作用。

王毅表示，美方的军事冒险行为，违背了国际
关系基本准则，将加剧地区局势的紧张动荡。中方反
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军事手段没有出路，极限
施压更行不通。中方敦促美方不要滥用武力，通过对
话寻求问题的解决。中方将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为维
护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

多国敦促避免
紧张局势升级

据新华社北京1月4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者
报道：美方3日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发起火
箭弹袭击，造成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
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前译为卡西姆·苏莱马
尼）等在内至少8人死亡。多国当天发表声明，敦促各
方保持冷静克制，避免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法国总统府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总统马
克龙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通电话讨论中东地区局势。法俄总统
同意未来几天保持密切沟通，并呼吁各方保持
克制。马克龙还向普京重申，法国尊重伊拉克主
权和安全，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马克龙和埃尔
多安对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共同关切，
认为有必要避免危险局势加剧。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说，苏莱曼尼领导的武
装带来进攻性威胁，在他身亡后，英国呼吁各方
降级冲突，“进一步冲突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叙总统巴沙尔·阿萨
德就苏莱曼尼在美军袭击中身亡向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总统鲁哈尼致慰问电，称将“继续
抵抗美国在地区的破坏性政策”。巴沙尔还表
示，袭击行动表明美国“持续支持恐怖主义、散
播混乱和不稳定”。

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叙利亚对伊拉
克和伊朗表示“完全同情和声援”，强烈谴责美
国发动袭击，美国对伊拉克的不稳定状况负有
责任，美方政策旨在制造紧张局势并在地区各
国助长冲突，“构成地区局势危险升级”。

卡塔尔外交部发表声明说，苏莱曼尼在美
军袭击中身亡，使伊拉克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可
能导致难以想象的结果。声明呼吁有关各方保
持克制，避免中东地区陷入暴力循环，并呼吁国
际社会对中东地区履行自己的责任。

美国国防部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实施
此次针对苏莱曼尼的袭击任务，旨在震慑伊朗，
打消其未来的袭击计划。

袭击发生后，美国驻伊拉克使馆宣布闭馆并暂
停领事服务，同时敦促所有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拉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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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辛俭强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
莱马尼3日在美国对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国际机场发起的
一场火箭弹袭击中被“定点清除”，同时被炸死的还有伊拉
克什叶派民兵团体“人民动员组织”副指挥官阿布·迈赫
迪·穆汉迪斯。伊朗多名高官随后警告将对美国进行报复。

专家认为，苏莱马尼是伊朗政坛重要人物，在近期
伊拉克局势不断恶化、美国和伊朗关系进一步紧张的背
景下，他遭袭身亡将给地区局势投下阴影。

1月3日，在伊朗德
黑兰，人们参加游行抗
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下属“圣城旅”指挥官卡
西姆·苏莱马尼被炸身
亡。 新华社发

场外任意球

▲ ▲ （上接1版①）
记者获悉，教育部实施本科专业“双万计

划”，目的是让本科教育理念新起来，课程优起
来，教师强起来，课堂活起来，学生忙起来，制
度严起来，教学热起来。对首批确定的国家级和
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要求各高校完善专业
建设三年规划，持续提升专业水平，发挥示范领
跑作用。

削弱伊朗影响力

美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
说，苏莱马尼是此前袭击在伊拉
克和地区内的美国外交官和军方
人士的幕后主使，他和“圣城旅”
造成数百名美国和国际联盟军人
死亡、数千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
普下令实施了此次针对苏莱马尼
的袭击任务。

专家认为，美国此举除了有
其声明中所表达的“复仇”意味
外，更重要的目的是要打压伊朗
在本地区的地位，削弱其影响力。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政治
研究室主任唐志超表示，伊朗把
伊拉克作为反制美国的重要工
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伊朗对
美斗争一张重要的牌。美国此举
旨在迫使伊朗在伊拉克“罢手”，
停止对美“挑衅和威胁”。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
副院长丁隆指出，“圣城旅”是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外行动分支，苏
莱马尼在伊拉克反美武装运动及
周边冲突中扮演重要角色。他在美
国空袭中死亡，是对伊朗在境外军
事活动能力的重大打击。

北京大学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研究所所长吴冰冰指出，美国针
对“圣城旅”发动军事打击，目的
就是限制和削弱伊朗的地区影响

力，彰显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此举一方面是展示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存在，表明美国并不准备从
中东收缩或者撤出；另一方面是
向地区盟友彰显美国的实力，表
明美国有能力和决心在该地区压
制伊朗的挑战。

对伊“极限施压”

专家认为，除了打击伊朗的
海外力量，美国此举也是对伊“极
限施压”的一部分。

美国2018年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试图
以此迫使伊朗就核问题重新谈判。

吴冰冰认为，美国的“极限施
压”迄今未让伊朗屈服，此次空袭

“圣城旅”指挥官也是对伊施压的
新动作。首先，美国2020年将举行
总统选举，特朗普希望在伊核问
题上取得进展，试图通过施压推
动伊朗接受同美国重新谈判。其
次，震慑伊朗，防止伊朗在美国大
选年里对美国进行挑衅，避免因
伊朗问题被迫采取更大军事行动
的可能。第三，试图通过打击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来压制伊朗国内
强硬派，进而影响伊朗国内政局。

丁隆说，由于美国不想与伊朗
发生大规模直接军事对抗，便选择
打击地区内一些亲伊朗势力，以这
种方式间接打击伊朗，向伊朗施压。

局势如何发展

伊朗对苏莱马尼被炸身亡反
应强烈，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总统
鲁哈尼、外长扎里夫均对美发出
强硬警告。哈梅内伊称，等待美国
的将是“严厉的报复”。鲁哈尼也
表示将要“复仇”，并称苏莱马尼
之死使伊朗更加坚定地抵抗美
国。扎里夫则说，美国将为其“冒
险主义”举动承担一切后果。

有部分专家担心，如伊朗对
美国进行报复，将导致中东地区
局势进一步紧张。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主席罗伯
特·马利说，特朗普下令空袭“圣
城旅”实际上就是宣战，一定会带
来伊朗方面更多的报复袭击。美
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中东安全
项目主任伊兰·戈登堡认为，接下
来最有可能发生的，是伊朗支持
的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将全面与美
军、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公民开战。

唐志超也表示，伊朗在伊拉
克经营多年，不容有失。伊朗不会
放弃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将继续
在伊拉克对美发起挑战。

但也有一些专家认为，美国
和伊朗将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
双方未必会公开全面冲突。

丁隆认为，伊朗不会对此次
袭击事件做出过激反应，因为在
最近伊拉克发生的抗议示威活动
中，美国和伊朗都成为伊拉克民
众抗议的目标，两国都因代理人
战争承受压力。

吴冰冰也认为，伊朗对此次
袭击事件的反应可能会比较克
制，因为伊朗很清楚，一旦跟美
国全面对抗必将承受巨大压力，
而且将遭受重大损失。而特朗普
政府也不愿因对伊朗采取全面
军事行动而干扰到总统选举。双
方都会避免长期、大规模军事冲
突。 （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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