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邮发代号 41-1 邮编：410005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0731）84329777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铮铮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庚子年闰四月二十
第25564号

2020年6月

星期四

今日12版

11

新华社银川6月1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宁夏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落实全
国“两会”工作部署，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
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不利
影响，优先稳就业保民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
新宁夏。

夏日炎炎，塞上江南天高云淡，草木葱茏。6月8日至10日，
习近平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润儿、自治区政府主席咸

辉陪同下，先后来到吴忠、银川等地，深入农村、社区、防洪工
程、农业产业园区等，就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工作、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推动民族团
结进步进行调研。

吴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是生态移民村，有建档立
卡贫困户1036户4497人，目前还有20户50人未脱贫。8日
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弘德村考察脱贫攻坚工作。在村扶贫车
间院内，他听取了宁夏以及弘德村脱贫攻坚情况介绍。走进扶
贫车间，习近平同正在加工制作纸箱的村民们亲切交流。乡亲
们告诉总书记，村里引入企业从事纸箱包装业务，解决了一百

多人就业问题。习近平表示肯定。他指出，兴办扶贫车间目的
是扶贫，要坚持扶贫性质，向困难群众倾斜，多招收困难群众就
业。乡亲们在家门口就业，虽然收入不比进城务工高，但省去
了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还能照顾家庭，一举多得。企业参
与兴办扶贫车间，体现了先富带后富，很有意义。

随后，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在回族村民刘克瑞家，
他仔细看院落、客厅、卧室、厨房、牛棚，详细了解家庭就业、收
入、看病、社保等情况。刘克瑞告诉总书记，家里的耕地流转
了，还养了3头肉牛，儿子儿媳在附近纺织厂打工，2017年全
家脱贫，生活越来越好，乡亲们打心底里感到党的政策好，真切

感受到共产党亲。习近平询问刘克瑞老两口还有什么困难、对
今后的日子有什么打算。习近平强调，乡亲们搬迁后，更好生
活还在后头。希望乡亲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发挥自身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纷纷赶到村口，欢送总书记。习近平
向大家挥手致意，祝愿乡亲们生活幸福。

习近平高度重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他来
到黄河吴忠滨河大道古城湾砌护段，沿岸边步道，察看黄河生
态治理保护状况，听取黄河宁夏段生态保护治理和水利工程建
设情况汇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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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在 宁 夏 考 察 时 强 调

决 胜 全 面 建 成 小 康 社 会 决 战 脱 贫 攻 坚
继续建设经济繁荣民族团结环境优美人民富裕的美丽新宁夏

6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这是6月8日下午，习近平在吴
忠市红寺堡区红寺堡镇弘德村看望移民搬迁群众，向村民们挥手致意。 新华社发

6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宁夏考察。这是6月9日下午，习近平在银川市贺兰县稻渔空间乡
村生态观光园，同正在劳作的村民亲切交谈。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周帙恒
刘笑雪）今天上午，湖南省科技创新奖励
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杜家毫出席
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省委副书记、省
长许达哲讲话。会前，杜家毫、许达哲等
省领导会见了省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

省委副书记乌兰主持会议，省领导
王少峰、谢建辉、张剑飞、刘莲玉、朱忠
明、贺安杰，国防科技大学校长黎湘、中
南大学校长田红旗出席。

会议表彰了2019年度湖南省科学技
术奖。287项获奖项目(团队、人选)中，省
自然科学奖 74 项，省技术发明奖 26 项，

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180 项，省科学技术
创新团队奖3项，省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3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终身教授周宏灏获得省科学技术杰出
贡献奖。周宏灏、湖南大学教授刘绚作
为获奖代表在会上发言。

许达哲指出，创新是人类社会进步的
不竭源泉，也是湖湘文化“心忧天下、敢为
人先”的基本品格和精神特质。近年来，全
省上下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
加快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创新投入持续
加大，创新平台功能不断增强，创新人才和
成果加速涌现，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创新增

进民生福祉的作用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已
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引擎。

许达哲强调，面对我国发展外部环境
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大幅增加的严峻复
杂形势，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
任务，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更加需要发挥创新第一动力的作用，更加
需要坚定不移走好创新驱动发展路子。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
创新的重要论述，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
崛起战略，着力打造内陆创新高地、创业
高地、科技高地、人才高地，奋力走在中部
地区崛起前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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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科技创新奖励大会召开
杜家毫颁奖 许达哲讲话 乌兰主持

湖南日报 6月 10日讯（记者 贺
佳 周帙恒 刘笑雪）根据国务院安委
会统一部署，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
第三组从今天起对我省2019年度安全
生产和消防工作进行现场考核巡查。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
记、省长许达哲在长沙与考核巡查组
一行座谈，许达哲还主持召开了考核
汇报会。

省领导谢建辉、张剑飞、陈飞、许
显辉、陈文浩出席上述活动。

杜家毫在座谈中说，考核巡查组
一行来湘检查指导工作，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安全生产工作的
高度重视。去年以来，湖南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
述和系列指示批示精神，突出抓好煤

矿和非煤矿山、道路交通、危化品和烟
花爆竹、消防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
领域、重点环节安全整治，全省安全生
产和消防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向好。当
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较多，湖南也正值主汛期。越
是形势严峻复杂，越要重视安全生产
工作，做到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我们
将以此次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为推
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全局意
识，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不断完善体
制机制，堵塞漏洞、打扫死角，全力做
好安全生产、防汛、消防等各项工作，
认真抓好问题整改落实，切实维护人
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定，以湖南一域的安全稳定为全国安
全稳定作贡献。

考核汇报会上，许达哲介绍了全
省2019年度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及安
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工作情况。
他说，下一步，湖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系
列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坚持安全第一，落实党委政府领
导责任和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结
合实际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加强安全生产标本兼治，深入开展

“强执法防事故”行动，不断夯实安全
生产基层基础，防御洪涝和泥石流等
山洪地质灾害，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
坚决遏制较大事故，坚决防范自然灾
害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确保生产安全
事故总量持续下降，确保政治安全、社
会安定、百姓安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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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安委会考核巡查第三组
来湘开展现场考核巡查
杜家毫许达哲与考核巡查组一行座谈

杜家毫在长沙调研时强调

抢抓新机遇 发力新基建
为湖南未来发展打下坚实产业基础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贺佳）昨

天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先后来到望城经
开区和长沙高新区，实地考察了长沙比亚
迪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四十八研究所。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
实全国两会精神，抢抓新机遇，发力新基
建，为湖南未来发展打下坚实产业基础。

省领导胡衡华、张剑飞参加调研。
长沙比亚迪电子有限公司是我省智

能终端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全面投产后
可实现年产智能终端8000万台。目前，

已带动华为HUB仓、德赛电池、新视电子
等35个产业项目落户，并将迅速形成千
亿级智能终端产业集群。中国电科48所
是国内唯一以半导体专用装备研究为主
的半导体加工设备研究、开发、生产的专
业研究所，目前正致力推动国产集成电路
装备的产业化。走进两家企业，杜家毫详
细询问复工复产、市场销售、核心技术优
势以及援企稳岗政策落实等情况，了解
企业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情况。他强
调，要大力发展电子信息、数字经济、智

能制造、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
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大
智能化装备研发力度，不断提高国产化
水平，持之以恒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
子”问题，构筑企业竞争新优势，加快形
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他还勉励企业科
研人员，要涵养家国情怀，勇攀科技高
峰，努力为推动国家科技事业发展、维护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贡献智慧力量，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实现人生价
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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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 6月 10日讯（记者 贺
威）根据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基
层联系点工作部署要求，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乌兰来到她所联系的韶
山市，调研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她
强调，要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

和使命，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中的引领带动
作用。

韶山乡韶阳村为原省定贫困村，

2015年脱贫退出。村里在党组织的带
领下，积极推进韶峰山泉水、茶叶、养
殖、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
乌兰走进正在扩建的矿泉水厂、茶叶
加工厂，了解产业带动情况，并向镇、
村党组织负责人详细询问贫困人口脱
贫和村民就业情况。她说，要利用已
有产业基础，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推进
三产融合，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巩固脱贫成果，以老百姓更美好的生
活来告慰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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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在韶山调研时强调

坚持以党建引领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阔别近150天，灯火又辉煌——

长 沙 交 响 起 新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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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人士继续积极评价中国发布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

以创新活力开发展生面
■本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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