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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左亚军 唐一平 肖柳

湘江源头，夏花绚烂。
5 月 19 日，永州市委理论中心组（扩

大）2020 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会上，连日来
走村入户促扶贫的市级领导带着问题和对
策，畅言消除扶贫“空白点”。

在这次会议的11天前，永州市全面铺
开“冲刺问题清零，决战脱贫攻坚”重点帮扶
行动，10609名干部自带铺盖，住农家，解难
题，覆盖全市有贫困人口的3164个村。

据统计，在为期10天的帮扶期间，市、
县两级共排查发现和交办问题6701个。截
至目前，已整改落实3990个。

尽锐出战

“界牌乡五家寨村和社公湾村一些五
保户、边缘户的门窗和地板等建设标准
较低，‘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是硬标准，
来不得丝毫应付。”在江华瑶族自治县委

“志同道合”工作群里，县委主要领导分

享走访帮扶感想，引起群内其他同志的
共鸣。

这些天，在该县涔天河镇新庆社区，帮
扶工作队队长蔡建武正忙着给6户贫困户
的房屋换新瓦。经走访排查，此前危房改造
时使用的石棉瓦不符合新标准，他们马上
进行更换。

江华瑶族自治县尽锐出战，所有县级
领导和后盾帮扶单位主要领导挂帅帮扶，近
9000名结对帮扶责任人分批次进村入户。

盯紧问题整改，抓细清零销号，永州着
力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自5月8日“冲刺问题清零，决战脱贫
攻坚”重点帮扶行动启动以来，永州市委书
记严华、市长朱洪武率先垂范，第一时间深
入所联系的贫困村开展重点帮扶，与贫困
群众同吃同住。

从瑶山腹地，到移民安置新区，万余名
干部“一条板凳”拉家常，每村走访15户贫
困户、5户非贫困户，在村住宿时间至少两
天两晚，面对面倾听群众意见，入户排查突
出问题，帮助指导整改。

攻坚克难

5月19日下午，蓝山县荆竹瑶族乡新
寨村村道损毁路段改道工程破土动工，建
档立卡贫困户赵永晴家的山羊很快能“走
出”大山。

新寨村地处深山，是省定贫困村。3月中
旬，进村的唯一一条公路被山洪冲毁一段，
赵永晴放养的100余只羊想卖却拉不出去。

重点帮扶，就是要解决老百姓的难点、
堵点问题。帮扶单位蓝山县委宣传部牵头，
积极与县交通部门沟通协调，推动新寨村
损毁路段修复工程加快完成招投标、挂网
公示等手续。

永州市重点聚焦问题排查整改、精准扶
贫政策落实、返贫致贫隐患排查、群众情绪
疏导、扶贫领域“微腐败”和作风问题线索，立
查立改，采取靶向治疗、谋求“一治即愈”。

疫情之下，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是
“稳”就业。

“大嫂，华荣鞋厂和裕宁电子有招工岗
位，你有没有意向去应聘？”宁远县清水桥

镇平田社区，扶贫干部以拉家常的方式，向
有就业需求的贫困户送去企业招聘信息。
该社区扶贫结对帮扶共42名，共成立6个
帮扶小组，重点做好扶志扶智工作，激发内
生动力。目前,帮扶对象大多实现了就业。

民意提升

“为官一点爱民意，百姓报你三春晖。”
在金洞管理区凤凰乡秧田村帮扶时，永州
市政协副主席宋可福发现贫困户邵祥春家
门前墙上贴着这么一副对联。

今年76岁的邵祥春，因妻子患病而致
贫，帮扶工作队队员时常来家探望、送药，
并帮助解决实际难题。两位老人有感于党
的好政策，特将感恩心意写在墙上。

宋可福坚持吃、住在村，入户走访看得
仔细、问得详细。他发现，村民切实感受到
了扶贫带来的生活巨变，对干部下乡帮扶
特别欢迎。

零陵区接履桥街道青塘村尚有8户未脱
贫。帮扶干部支持召开以“冲刺问题清零，决
战脱贫攻坚”为主题的党务村务民主协商监
督例会，经与村民充分讨论，明确了成立专
业合作社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业的致富思路。

自带铺盖奔赴基层一线，与贫困群众同
吃同住，与基层干部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
起。群众感叹，干部作风越来越实，他们愿意
和干部交心，脱贫致富的积极性也更高了。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5 月 20 日，长沙市“大干一
百天、实现双过半”如火如荼开
展，记者来到长沙县长沙临空经
济示范区，感受广大干群和企业
与时间赛跑，大干快上热火朝天
的氛围。

作为全国14个临空经济示
范区序列中第七个、中部地区第
一个示范区，复工复产以来，长沙
临空经济示范区聚焦“双过半”，
按照“快、准、实”工作要求，紧扣
经济发展一条主线抓到底，1至4
月，累计签约项目34个，新增市
场主体113家，实现较快增长。

上午 10 时，在厦航湖南分
公司一间飞行准备室内，一组机
组人员正在做起飞前的准备。

“虽然目前跨省旅客缩减，境外
旅客受限，但是我们的业务量已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0%左右，2
至 4 月，公司在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的起降架次、旅客运输量都排
名第一。”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该公司将把握机会，逆势突围，
全力拓展长沙始发航线网络。

上午 11 时，记者在湖南空
港实业航空货运站出口货物仓
库看到，成箱的货物堆到了门
口。国际提货室内，全部是即将
出口的口罩、防护服和呼吸机，3
台叉车来回作业，十几位工作人
员正在抓紧搬货、理货。“今年4

月，我们危中寻机，客改货，14
条国际货运航线发货 3304 吨，
同比增长 107%。”企业分公司
国际贸易站副主任孟辰介绍。

“24小时两班倒，每天进出
240万件快递，这个月的快递量
有望比去年同期增长 100%以
上。”湖南圆通速递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潘正忙着察看自动化分
拣线的作业情况。记者看到，车
间内38条全自动化分拣线马不
停蹄地作业。3月10日以来，圆
通速递业务量暴增，4月份业务
量同比增长89%。“忙不赢，我们
的二期、三期正在抓紧建设，二
期有望 10 月投入使用，三期明
年 7 月可完工。项目完成后，满
负荷运营可满足日操作快件量
500 万票。”刘潘信心满满，“把
华中总部搬到长沙临空经济示
范区让我们惊喜多多，很赞。”

长沙顺丰电商产业园二期工
程正在争分夺秒施工打桩，“我们
积极落实大干一百天的号召，争
取10月主体框架完工，明年上半
年竣工投产，目前我们的货运吞
吐量已占到黄花国际机场的
30%，未来还会有大幅度的增
长。”顺丰产业园湘鄂豫区域运营
部负责人彭飞介绍，“有长沙县
委、县政府的支持，长沙临空经济
示范区的关心帮助，我们的项目
进展顺利，湖南顺丰总部将迁到
这里，开启新一轮的发展征程。”

湖南日报5月22日讯（通讯员 张恩铭
曹明 记者 鲁融冰）“宝宝们，酱板鸭今晚秒
杀价39.9元，买一送一，买到就是赚到！”近
日，来自常德市全能女主播创业训练营的30
名学员现场PK，通过网络直播“带货”常德农

特产品。两个小时内，成交额达26万元。
“合理搭配产品、积极与粉丝互动、语

言要接地气，直播带货效果会更好。”学员
田西萨此次推介的是“武陵红”茶叶，她告
诉记者，5月14日开营以来，系统地学习了

短视频拍摄、粉丝的建立和维护、直播带货
等内容。同时，为家乡特产“代言”，有一种
自豪感和使命感。

为深入推进“双创”工作升级，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常德市人社局、市就

业服务中心等联合举办常德市全能女主播
创业训练营。这是该市首个以女性为对象，
以直播带货为主题的创业训练营。常德是农
业大市，农产品资源丰富，通过培育一批本
地“网红”“达人”，利用直播带货电商销售的
新风口，促进大学生、返乡创业人员创业就
业，推介常德优质农产品和优秀农业品牌，
让更多人品尝到舌尖上的“常德”。

热火朝天往前“奔”
——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百日竞赛现场见闻住农家，解难题

——永州市推进“冲刺问题清零，决战脱贫攻坚”活动纪实

常德30名女主播直播带货忙

外交部：

对美国执意退出
《开放天空条约》深表遗憾

新华社北京 5月 22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2 日说，
中方对美方不顾国际社会反
对，执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
深表遗憾。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据报道，美方 21 日宣布，
由于俄罗斯未能遵守条约，美
国将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
国国务卿蓬佩奥称，美将于 22
日向其他缔约国通报退约决
定，6 个月后正式退出。如俄恢

复完全遵约，美将重新考虑这
一决定。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美方此举与其近来一系列
‘毁约退群’行动如出一辙，是美
国固守冷战思维、奉行‘美国优
先’和单边主义、背弃国际承诺
的又一消极表现。”赵立坚说。

他说，美方此举不利于保
持地区国家间军事互信和透
明，不利于维护有关地区的安
全与稳定，对国际军控与裁军
进程也将产生消极影响。

国家网信办
启动2020“清朗”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2 日

电 记者22日从国家网信办获
悉，为进一步规范网上信息传
播秩序，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
众切身利益，促使网络空间更
加清朗，国家网信办即日起在
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 8 个月的
2020“清朗”专项行动。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
绍，“清朗”专项行动全面覆盖各
类网络传播渠道和平台，集中清
理网上各类违法和不良信息。专
项行动将出重拳、用真招，对有
令不行、顶风作案的网站平台依
法从严处理，并公开曝光典型案
例，震慑违法违规行为。

我国首型高原型
无人直升机成功首飞

据新华社南昌5月22日电 AR500C
高原型无人直升机日前在江西成功首
飞，该型机由位于江西景德镇的航空工
业直升机所自主研制，填补了我国高原
型无人直升机领域的空白。

AR500C 高原型无人直升机是在
AR500B无人直升机的技术基础上研制的
一款高原型无人直升机，最大起飞重量为
500千克，起飞高度5000米，使用升限6700
米，续航时间约5小时，最大平飞速度170千
米每小时，最大巡航速度165千米每小时。

国际奥委会、东京奥组委相继表示:

对明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有信心
据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22 日，在因东京奥运会取消言
论发生龃龉之后，国际奥委会
和东京奥组委发言人在接受采
访时，又相继表达了对明年举
办东京奥运会的信心。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21日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若延期
一年举行的东京奥运会在2021
年仍无法举办，那么将被取消。
随后，东京奥组委首席执行官
武藤敏郎马上反驳称，关于明

年奥运会无法举行就会取消的
说法，并非是东京奥组委和国
际奥委会之间的共识。

一天之后，国际奥委会发言人
对明年的赛事表达了信心。“推迟
的奥运会没有现成的模板，但国际
奥委会非常有信心，所有复杂因素
终将被整合在一起，为我们带来一
届出色的奥运会。”东京奥组委发
言人高谷正哲22日告诉记者，东
京奥组委与国际奥委会正“紧密
合作”，全力准备举行东京奥运会。

谢卓芳

美式甩锅最近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段
位。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网络安
全局近日发布警告，诬称中国试图窃取美
国的新冠抗疫研究成果。美式谎言荒唐可
笑，中国在研究疫苗以及治疗方法上，一直
走在世界前列，反观美国，在这场全球疫考
中屡屡不及格，有什么成果值得盗取？

自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以来，美国在
“抗疫”上乏善可陈，在甩锅上却绞尽脑
汁。第一口最大的黑锅甩给中国，先后炮
制出“中国源头论”、“中国责任论”、“中国

赔偿论”等；第二口锅甩给世卫组织，指责
世卫组织通报疫情延误，偏袒中国，屡次
以断供世卫组织相要挟；第三口锅甩给移
民，加大对非法移民的遣返力度，导致地
区国家的疫情雪上加霜。除此以外，特朗
普还时不时找找“前任”奥巴马和美国媒
体的茬，可谓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这些谬论都站不住脚，特朗普却乐
此不疲。究其原因，还是为选票计。今年正是
大选之年，美国确诊和死亡人数高居世界第
一，美股熔断，经济下滑，引发美国人民对政
府的强烈不满。对特朗普来说，转移矛盾最
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甩锅来缓解政府承受的

压力；另外，“逢中必反”是美国大选年历来
的主题之一，比试对华政策的强硬度，是参
选者的固定表演节目。

锅越甩越多，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昆尼
皮亚克大学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民主党
总统参选人拜登对特朗普的领先幅度拉大
到11个百分点。英国牛津经济研究院20日
公布的大选模型显示，特朗普将遭遇惨败，
仅获得35%的选票，这将是美国一个世纪
以来现任总统在大选中表现最差的一次。
值得一提的是，该模型在疫情暴发之前曾
预测特朗普将以55%的得票率赢得选举。

甩锅挽不回流失的选票，更挽不回逝去的
生命。美国应该趁早扛起与其实力相称的大国
责任，才能赢得美国人民和世界的尊重。

甩锅，挽不回逝去的生命

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
落实到造福人民的行动中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产生热烈反响
“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紧紧依靠人民、不

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并落实到各项
决策部署和实际工作之中，落实到做好统筹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中去。”

习近平总书记22日下午参加十三届全国
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
话，在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看到总书记讲话，回想起这几个月战斗

在抗击疫情一线的经历，全国人大代表、湖
北省十堰市太和医院院长罗杰感触很深。

这次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位87岁确
诊患者的救治过程让罗杰终生难忘。老人入
院的时候呼吸困难，又有高血压、糖尿病等
多种基础疾病。医院为他配备了一个多人治
疗专班，竭尽所能，全力救治。“在湖北，这样
80岁以上患有新冠肺炎的老年患者，累计
成功救治了3600多位。”

“这次疫情防控工作就是在践行总书记
强调的‘坚持人民至上’。只要有一线希望，
就不放弃一个生命。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
利益放在第一位。”罗杰说。

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农业大学兽医学
院教授呼和巴特尔也深有同感：国家动员各
方面力量参与疫情防控，为了人民生命不惜
一切代价。进入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后，我
们要继续拧成一股劲，巩固抗疫成果。

疫情是危机，也是大考。只有依靠人民，
才能凝聚智慧力量。

山西太原，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考察过
的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车间内机
器轰响，一派忙碌景象。技术质量部副部长廖
席正与工人们查看新下线的“手撕钢”产品。

今年一季度，钢铁行业同样受到疫情冲
击，公司出口却同比增长70%，实现了逆势增
长。“艰难时刻，中国产业链没有‘掉链子’。有
党中央统一领导，有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中国
凝聚起坚不可摧的强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让廖席信心满怀。

“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坚持走产
业结构调整的路子，向改革要效益、向创新
要效益，把疫情造成的影响补回来，争取更
大的突破，为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他说。

因人民而生、为人民而兴。自诞生之日

起，我们党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
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

“2020年，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任务紧
迫，时不我待。”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要讲话，全国人大代表、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
大庙镇小庙子村党总支书记赵会杰充满干劲。

“总书记强调，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有机衔接。”赵会杰说，小庙子村去年全
部实现脱贫后，着手谋划乡村振兴。今年将
完成建设生态经济林、中药材交易综合市
场和矿泉水厂等一系列新计划，让乡亲们
过上更幸福的生活。

千里之外，怒江奔腾。沿江望去，一座座
崭新的易地搬迁安置房映入眼帘。从世代居
住的深山老林里搬出，住进宽敞明亮的楼
房，傈僳族村民像做梦一般。

“把人民安居乐业、安危冷暖放在心上，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关心的实际问题，总
书记这话真是说到了我们心里。”全国人大
代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州长李文辉
说，“现在的怒江每天都在变化，每天都有进
步，一定要斩断千年‘穷根’，让怒江所有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作为来自革命老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江

西瑞金市委书记许锐说，我们要不忘初心，
用心用情为人民谋幸福，小康路上一个都不
能少，“下一步，我们要强化村级集体经济发
展、乡风文明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
作，不断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不慕虚荣、不务虚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5月的内蒙古，毛乌素沙地种植的百万

亩柠条已经扎根发芽，碧蓝的泊江海子嵌在
草原中，宛若一颗明珠，遗鸥、蓑羽鹤等鸟类
在水中嬉戏。

如今的“候鸟天堂”泊江海子曾一度干
涸。从2015年开始，当地采取多项措施恢复
湿地生态系统，泊江海子重现生机。

“护卫绿水青山，造福一方百姓，让广大
人民群众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鄂尔多
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邢小
军说，“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这片湿地生态系
统，给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绿水净土，让遗鸥
和其他候鸟年年来，再也不离开。”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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