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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苏原平 邓晶琎

清明时节，春回大地，绿染枝头。
在南洞庭湖自然保护区的漉湖区

域，今年第二次观测到麋鹿种群，经历
了矮围清拆、网围清理、杨树清退、全
面禁渔之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麋鹿
在洞庭湖的栖息区域正不断扩大。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修复
生态环境，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绿色发展理念，三湘大地水清岸
绿，生态文明建设拾阶而上。

方向不变、力度不减，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7 台抽水泵日夜不间断抽取酸性
废水，数十台推土机、挖掘机对矿坑
展开回填作业；陡峭的石煤矿壁前，
20 多名工人在挂网、喷浆，为植草复
绿做准备……4月6日，常德市鼎城区
石板滩石煤矿区废弃矿坑正在进行

治理攻坚。
“时间紧，任务重，农历正月初八

就开始恢复机械化作业。”鼎城区石板
滩石煤矿区生态修复治理工程指挥部
相关负责人黄新全对记者说。整改不
断提速，只为早日根治“采矿后遗症”，
还青山以本来面目。

今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
计划的收官之年，在抓好疫情防控的
前提下，我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没有放
慢脚步、放松要求。目前，全省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整改基本复工。

4月2日，省委召开湘江保护和治
理委员会2020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传
递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方向不变、
力度不减，推动全省生态文明建设迈
上新台阶的强烈信号。

抗击疫情期间，省委、省政府统筹
做好疫情防控和污染防治，接连对全
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推动长江经济
带发展和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湘

江保护和治理等作出部署与安排。
三三两两的人们春日来到浏阳河

畔休闲踏青。作为湘江长沙段最大一
级支流，浏阳河打好治理“组合拳”，水
质不断改善。眼下，计划投资7亿余元
的浏阳河美丽清水廊道加快建设。

今年，湘江保护和治理第 3 个“三
年行动计划”已进入第二个年头，围绕

“优化、巩固、提升、拓展”的目标，流域
各地正在加大重点支流、不达标水体
整治，加强沿江化工行业、涉重金属行
业污染防控等。

作为省“一号重点工程”，湘江保
护和治理过去7年持续攻坚，关闭了一
大批“散乱污”企业、涉重企业，完成了
五大重点区域搬迁改造。到去年底，湘
江全流域水质优良的Ⅰ-Ⅲ类水质断
面比例达 98.7%，其中干流 39 个断面
全部达到Ⅱ类水质，“母亲河”越发生
机盎然。 ▲ ▲

（下转2版①）

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引下

青山绿水绕 三湘入画来
——清明时节湖南生态文明建设见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
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
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
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

要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
地生态和水环境。

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浙江考察时强调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于佳乐）长沙黄花国际机场今
日发布消息称，国家发改委已于近日
正式批复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预可行
性研究报告。这标志着湖南投资规模

最大单体项目正式立项，将力争今年
10月底开工建设。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概算总投资
超过 400 亿元，按照满足年旅客吞吐
量 6000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60 万吨

的目标设计。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有：在现有第

二 跑 道 东 侧 2000 米 处 新 建 1 条 长
3600米、宽45米的第三跑道及相应的
滑行道系统，新建飞行区等级指标为
4E；新建 50 万平方米的 T3 航站楼和
152个机位的站坪；新建4.6万平方米
的综合交通中心、16 万平方米的停车
楼、1.99万平方米的货运站，以及机务
维修、航食、供电、供水、消防救援等相
关设施。

湖南投资规模最大单体项目

长沙机场改扩建工程立项获批
总投资超400亿元，力争10月底开工建设

湖南日报4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
唐璐 通讯员 陈丽 杨煜）今天上午，
一趟运载总重89071千克防疫物资的
顺丰航空全货机航班，从长沙黄花国
际机场飞往比利时第三大城市列日。

这是我省开通的首条欧洲临时全货机
航线，主要运送口罩、防护服、一次性手
套等防疫物品。该临时航线计划于4月
7日至4月20日期间，每周飞行三班。

当前国际疫情蔓延，多国向中国大

量订购医疗防疫物资，并计划以包机形
式运输。省机场管理集团全面提升运输
保障能力，全流程专人专车跟踪服务，与
口岸、海关加强联动，开辟“绿色通道”，
实现货物快速入库、过检、组板、装机。

目前，长沙机场开行直飞孟加拉
国达卡、越南胡志明、中国香港、美国
芝加哥、比利时列日等5条境外全货机
航线。本月底还计划开通长沙至洛杉
矶的全货机定期航线。

4月4日，湖南汨罗江国家湿地公园，江滩上绿草如茵，环境优美。近年，汨罗市在湿地开展专项整治，自2018年起，还实行
封洲禁牧。目前，汨罗江水生态环境大大改善。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长沙开通直飞欧洲临时全货机航线
主要运送国外订购的防疫物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审议重大改革事项和出台重大改
革方案21个，年初明确的40个重点改
革任务稳步推进，119项具体改革事项
全面完成……4月7日，记者从省委改
革办获悉，省委深改委近日审议通过

《中共湖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2019年工作总结》，2019年，湖南全面
深化改革脚步铿锵，一批重大改革落
地生根，改革整体效应不断显现。

“放管服”改革成特色
品牌，经济体制改革多点突破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牛鼻子”。2019年，省委深改委聚焦重
点领域，狠抓落地见效，经济体制改革
呈现多点突破的生动局面。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深化，累
计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1563家，关
停不安全小煤矿48处。创新型省份建

设加快，构建起全要素、全链条、开放
共享的创新服务体系，先后出台大数
据产业发展、工业互联网APP培育、人
工智能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工
业、农业、文旅3大类30个特色小镇建
设。完成144项自贸试验区经验复制推
广，出台9方面激励政策支持湘南湘西
产业转移示范区发展。长株潭一体化取
得新进展。郴州获国务院批准建设国家
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

“放管服”改革纵深推进。取消各
类行政权力 105 项，下放省级行政权
力31项。全面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改
革，企业和群众办事申报材料平均减
少60%以上、办理环节压缩70%以上、
办理时间缩减 80%以上，获国务院办
公厅肯定。省直部门审批服务“三集中
三到位”改革加快推进。企业开办时间
比国务院要求提前一年压减至3个工
作日，新增市场主体78.1万户。

深入推进财税金融价格体制改

革，全面落实减税降费政策，新增减
税超过 460亿元。省属国有企业“压层
级、减法人、去僵尸”进展顺利，重组整
合企业6家。

唤醒更多“沉睡的资本”，
农业农村改革激发新活力

不断唤醒农村“沉睡的资本”，
2019 年全省农业农村改革进一步深
化，激发出新活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扎实推进。加
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改革力度，
全省累计批复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项目规模38.99万亩。

出台《湖南省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基本摸清农村集体资产家
底，全省共核实农村集体资产1407.25
亿元。农宅合作社试点探索力度加大，
探索开展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
试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稳步推进。▲ ▲

（下转3版①）

全年完成119项具体改革事项，一批重大改革落地生根——

2019，湖南全面深化改革向纵深推进

湖南日报评论员

“从选址、落户，再到注册，只用了
三天时间”。近些天来，湖南日报以“优
化发展环境”为题，集中报道全省优化
营商环境中改革探索的先行者、改革
成效的佼佼者。从这些由点及面的字
里行间，人们能听到各地优化营商环
境疾疾的脚步声。

以“一件事一次办”为标志，湖南
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进入新一轮加速
期：长沙市营商环境排名大幅跃升，成
为引各方关注的“中部城市样本”；长
沙县、浏阳市、醴陵市、宁乡市、邵东
市，跻身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江华
速度”“泸溪现象”等众多地方探索，成
为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回
望一年，全省“一件事一次办”办件量
超过 2800 万件，申报材料平均减少
60%以上、办理环节平均压缩 70%以
上、办理时间平均缩减80%以上。优化
营商环境上付出的艰苦努力，都转化
成为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进步。

“投资环境就像空气，空气清新才
能吸引更多外资。”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是中国进一步
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高质量
发展、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内在要求。去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
议审议通过《优化营商环境条例（草
案）》，开启了以政府立法为各类市场主
体投资兴业提供制度保障的重要一步。

迎着人民群众期盼的方向，优化
营商环境的改革注定能迎来一片深蓝
大海。去年底，我省“一件事一次办”事
项目录“扩容”，新的“一次办”事项，直
抵企业和群众更高关注度的诉求。展
望未来，我省优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将
向广度、深度迈出坚实的步子：广度
上，逐步推行跨县办理、跨市办理、跨
层联办、全省通办；深度上，致力于加
快实现“一件事一次办”掌上办，提升
办理智能化水平，对简单的“一件事”，
一律下沉到乡镇（街道）、村（社区），实
现“就近办”。

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我省优

化营商环境的改革，始终坚持以企业
和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与市场主体
联系最紧密、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领域
和问题，把办事的“小窗口”当作改革
的“主战场”，为加速我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开山辟路。

面对疫情防控这场大战、大考，良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冲抵疫情影响的

“防波堤”，是尽快实现生产生活正常
秩序的“先手棋”。抗击疫情期间，全省
各地积极推行线上全程办、预约错时
办、特事秒批办、容缺承诺办、专人辅
导办、主动帮代办等一系列举措，为战

“疫”、复产“两场战”，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两手抓”，发挥出“护航”“加
油”的作用。

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是奋力实现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方法与
路径。尽快实现复工复产、达产达效，
需要广大企业弘扬企业家精神，积极
作为、主动出击，更需要政府职能部门
以更优的发展环境，为企业轻装上阵
鼓劲解忧。

优化营商环境 助力夺取“双胜利”

导 读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4 月 7 日，湖南坚守在湖北的最
后一 批 医 疗 队 队 员 平 安 凯 旋 。这
批 队 员 包 括 湖 南 支 援 武 汉 第 5 批
医疗队 174 人和12名疾控医疗队员。
至此，我省支援湖北医疗队宣告圆
满完成任务，1498 名白衣战士把自
己还给了亲人，把荣光留在了异乡。
据统计，“医疗湘军”在湖北累计收
治（管理）确诊患者 2235 例，治愈出
院 1783 例。

湖南省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于
2月21日抵达武汉。该医疗队共有医生
54人，护士120人，其中党员42人，分
别来自长沙、岳阳、常德、张家界、湘西
自治州等5个市州的28家医疗机构。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的统一部
署，湖南省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进驻武汉金银潭医院，接管了两个
综合病区。同时，一部分医疗队队员
参与到包括钟南山院士团队在内的
多支国家医疗队的工作中，接替国家
队所在重症病区的部分护理工作。截

至4月7日，该医疗队在武汉市金银潭
医院累计工作43天，管理新冠肺炎确
诊患者 463 人，其中重型 181 人、危重

型109人，治愈出院305人，40人由重
症转为轻症。 ▲ ▲

（下转2版②）

“我们回来了，一个都不少”
——湖南支援湖北最后一批医护人员返湘

湖南日报 4月 7日讯（记者 孟姣
燕 通讯员 周东平）省文化和旅游厅今
天发布消息，清明小长假，全省旅游市场
较春节有所回暖，但相比去年同期大幅
下降。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541.78 万人
次，累计实现旅游收入35.31亿元，同比
分别下降 60.41%和 60.14%。全省纳入
监测的 129 家旅游区（点）假日 3 天累
计接待游客 199.06 万人次，累计实现
营业收入 7674.05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58.31%和76.53%。

春跃枝头，乡村游、踏青游备受青
睐。在长沙市浔龙河生态艺术小镇、湘西

州古丈高望界国家自然保护区、永州市
九嶷山、株洲市云田村、衡阳市蔡伦竹海
等景区，樱花、李花、桃花、迎春花盛开，
游客们结伴踏青，共享春光。

清明寄哀思，红色旅游蔚然成风。
众多游客带着孩子来到红色旅游景区，
踏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先烈，感恩幸福
生活。韶山旅游区小长假共接待游客
2.89 万人次，在毛泽东铜像广场上，向
毛主席铜像敬献花篮的游客络绎不绝，
成为一道亮丽风景。刘少奇纪念馆、杨开慧
故居、任弼时故居、南县厂窖惨案纪念馆
等迎来前来祭扫的游客。

互联网文旅消费成为新亮点。我省
“艺抗疫情 云游湖南”主题活动持续开
展，“云游览”“云观展”掀起热潮。怀化市

“春暖潇湘 嗨游怀化”文化旅游消费直播
活动，9个小时销售旅游产品20余万元。

目前，全省大部分景区恢复开放，文
化场馆、文化娱乐经营场所部分开放。全
省各级文化旅游主管部门以疫情防控为
主线、假日市场安全为底线，努力做好文
化和旅游市场管理工作，提振文旅消费
信心。清明小长假，全省文化旅游市场秩
序井然，未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无重
大旅游投诉舆情。

湖南旅游市场逐步回暖
清明小长假全省接待游客541.78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5.31亿元

湖南日报 4月 7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龙开余 黄秀仁）近日，省扶
贫办对外公布了湖南省消费扶贫联盟首
批成员单位名单，63家单位结盟帮助贫
困地区销售农产品。

湖南省消费扶贫联盟由省扶贫办
指导，经省民政厅备案，省扶贫基金会
牵头联合热爱扶贫事业的企业、社会团
体和个人共同发起成立的。联盟成员将

“组团”赴贫困地区开展消费扶贫产销

对接活动，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营销
渠道；对贫困地区滞销农产品及时开
展帮销活动，解决积压卖难问题。

大力开展消费扶贫，帮助贫困群众
解决产品卖难问题，全省各界积极响应。
国网湖南电力有限公司去年累计购买贫
困地区农产品 1149 万元，今年一季度，
已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 164 万元。湖南
大学从2016 年开始探索“以购代捐”模
式，已累计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3300余

万元。58集团将安化县作为集团采购的
主要货源地，已累计采购安化黑茶产品
220余万元。

今年2月份，省扶贫办发出号召，成
立湖南省消费扶贫联盟，国网湖南电力
有限公司、湖南大学、华声在线股份有限
公司、58集团等企业和社会团体纷纷申
请加入联盟，“组团”为贫困地区开展农
产品产销对接活动。 ▲ ▲

（下转3版②）

湖南成立消费扶贫联盟
首批63家单位“组团”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决战江城78个日夜 ——“医疗湘军”武汉战疫综述
3版

4版

11版

春满校园 少年归来 ——湖南省高三初三年级开学首日见闻

给坚守以希望 还牺牲以光荣 ——写在武汉解封前夕

4月7日下午，高铁长沙南站，长沙市中心医院周晓娜与前来接站的女儿隔空
示爱。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李健 童迪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