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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申年八月十九 中国体育代表团：
欣悉我省优秀运动员杨超、黄兴、陈君

飞、史逸婷、周霞、文晓燕、蒋芬芬、刘卫、晏
亚平参加第十五届残奥会，不畏强手，顽强
拼搏，共斩获8金4银1铜，以出色的成绩为
湖南省增添了光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在
此，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和全省
人民向你们并通过你们向获奖运动员表示
热烈祝贺并致以亲切问候!

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顽强拼搏 、超

越自我、挑战极限，充分展示了自尊、自信、
自强、自立的良好形象，他们不畏艰难、奋
勇争先的精神， 必将鼓舞和激励湖南人民
加快富民强省建设进程。 希望运动员们继
续弘扬残奥精神， 与世界各国体育健儿共
同交流技艺、增进友谊，为祖国、为人民赢
得更大的荣誉。

中 共 湖 南 省 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16年9月18日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郭云飞 通讯员
刘刚贵 刘翼张 夏赞治）金秋时节，在法国巴黎
举行的“感知中国———湖南文化走进法国”系列
活动中，安化黑茶作为湘茶代表出展，又一次在
国际舞台上惊艳世人。

安化是中国黑茶发祥地之一。近年来，该县
推进茶旅文一体化，保护和修缮风雨廊桥、古茶
亭、古村落等，并将茶园基地建设与旅游景区、线
路打造结合起来。吸纳民间资金，建设黄沙坪古
茶市、茶马古道、中国黑茶博物馆、安化黑茶品牌
一条街等景区景点。组织茶企参加国内大型茶事

茶文化活动；出版《安化黑茶文物实录》、《安化黑
茶故事绘》等专著，创作了古装戏《千两茶传奇》
等剧目。中央电视台拍摄制作了《黑茶之恋》专题
片，著名作曲家何沐阳创作了主题歌《你来得正
是时候》。

同时， 安化县借助国际性节会及茶文化活
动，加快黑茶品牌走出国门的步伐，不断提升其
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去年3月底，安化黑茶代表中
国茶在博鳌亚洲论坛主会场进行展示；4月中旬，
在波兰华沙国际食品和饮料展会上精彩亮相；7
月上旬，入选米兰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奖。今年，

组织黑茶企业赴美国参加世界茶业博览会，并举
办了安化黑茶专场推介会。

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 安化黑茶品牌提升、产
业壮大。安化黑茶先后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最具传播
力品牌等。目前，安化黑茶在全国各地开设品牌形
象店5000多家，营销网点和网店10万个以上，并远
销日、俄、韩、德、法、蒙古等国家及港澳台等地区。
去年， 安化加工黑茶5万余吨， 黑茶产量居全国第
一，创综合产值102亿元。今年1至8月，安化黑茶加
工量、综合产值同比增长9.5%、8.7%。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
讯员 罗佳成 曹良海）日前，隆回县荷香桥镇塘
家山村村民胡志群背着一个大竹箩，到地里摘辣
椒。今年他种了60余亩辣椒、西瓜等果蔬，现在进
入丰产期，一天可卖4000余元。

近年来， 隆回县大力发展特色果蔬等农产
品，农民在地里刨出了“金疙瘩”。今年上半年，全
县种植辣椒、龙牙百合2.2万亩，扩种雪桃、冬枣、
猕猴桃等特色水果，新造3万余亩油茶林，并大力
推广富硒优质稻等，增加农民收入10亿余元。

隆回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省特色县域经济
强县，当地农业资源十分丰富。近年来，该县根据
南、北地区地理环境条件，因地制宜，因村施策，
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北
面高寒山区种植金银花、猕猴桃、高山萝卜等，南
面地区发展油茶、辣椒、百合、优质稻等，逐步形
成“一乡一业”、“一村一品”。

为此，隆回县整合涉农资金，每年安排5000
万元，对农业基地山、林、水、路、田进行综合治
理，完善基础设施，并培育扶持龙头企业，做响品

牌。目前，“隆回金银花”、“隆回龙牙百合”已成为
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军杰食品产业园被定为
省级特色产业园，鸿利药业获评全省林业产业龙
头企业。

同时， 隆回县加强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搞
活农产品流通。 在县城及各大集镇建设功能完
善、配套齐全的农产品专业市场，并积极组团参
加各种农产品展销会、博览会，主动对接省内外
大城市。目前，该县鲜龙牙百合、辣椒等特色果蔬
已销往广东、上海、江浙等地，颇受青睐。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冒
蕞） 今天下午， 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
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中国电子科技集
团公司董事长熊群力。

许达哲感谢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长期以来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
力支持。 他说， 要提升国家综合实
力， 必须加快军工、 信息产业发展。
近年来， 湖南通过加快转型升级步
伐， 壮大装备制造、 电子信息等重点
优势产业， 培育新材料、 生物医药、
文化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经济社
会保持平稳健康发展态势。 当前， 湖
南正立足“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 积
极对接国家“一带一路” 战略， 落实
“中国制造2025” 要求， 大力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 谋求向现代新兴工
业强省跨越， 力争在中部崛起中走在
前列。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经济效

益名列央企前茅， 与湖南合作基础良
好。 希望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把湖
南作为企业布局的重点区域， 深化改
革、 释放活力， 推进融合、 加强协
同， 立足创新、 发挥优势， 抓住机
遇、 做好布局， 继续加大在湘业务拓
展力度， 不断探索以深化改革推动军
民融合、 以产业发展助力脱贫攻坚的
新路子， 进一步在省企合作上下功
夫、 出经验、 树典范。

熊群力说，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以湖南为重
点发展区域， 进一步融入省委、 省政
府发展战略， 在装备制造、 太阳能光
伏、 智慧城市、 智慧医疗、 扶贫开发
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为推动湖南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副省长、 省政府秘书长向力力参
加会见。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于振
宇)９月18日下午，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第三专题集
中学习研讨会，以“讲道德、有品行”为
主题进行了学习研讨。 省人大常委会
党组书记韩永文主持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刘莲玉、
李友志、陈君文、王柯敏、彭宪法出席
会议，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列席
会议。

为搞好本次集体学习， 省人大常
委会邀请省委讲师团主任郑昌华同志
作了“讲道德、有品行”学习辅导讲座。
在集体学习研讨中， 常委会党组成员
和部分列席人员分别结合各自思想和
工作实际， 对如何认识和践行“讲道
德、有品行”的要求谈了认识体会。大
家一致认为，“讲道德、有品行”对做合
格党员在道德层面提出明确要求，是
共产党员基本素质的体现， 是共产党
员的立身之本、为官之基、成事之要。

作为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
部， 要在坚守基本道德底线的基础
上，自觉提升思想境界高线；要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始终做到对党
忠诚，廉洁从政，勤于修身，从严治
家，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永葆党的先
进性和纯洁性。

韩永文强调，共产党员讲道德，有
品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弘扬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塑造党和政府良好形
象的现实需要。要学习好、把握好共产
党员“讲道德、有品行”新的时代内涵，
不断地上好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这
一道德修养的人生必修课。 人大机关
的党员干部要加强党性锤炼， 始终对
党绝对忠诚；坚持以民为本，切实做到
为民尽责；严格修身齐家，树立良好道
德品行， 不断加强修养， 努力做讲道
德、有品行的共产党员。

会议还传达了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二十二、二十三次会议精神。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刘仲秋） 进入9月中旬， 早籼稻入库递减回落，
早稻收购渐入尾声。 记者今天从省粮食局获悉，
近200万吨早籼稻已顺利入库。 湖南严格执行国
家最低收购价政策， 收购粮款“一卡通” 支付，
农民出售“满意粮”。

今年7月30日， 湖南全面启动早籼稻最低
收购价执行预案， 共设322个托市收储库点。
据省粮食局监测， 8月份全省早籼稻收购高峰
日入库量逾5万吨。 眼下， 日入库量递减至1
万吨以下， 进入扫尾阶段。 汇总各库点上报，
至9月14日， 全省共收购今年的早稻194.8万

吨， 其中最低价收购83.5万吨， 收购总量略
低于去年同期。

受夏季洪涝灾害影响， 种粮农民遭受损
失。 面对早籼稻市场低迷， 湖南及时启动托
市收购， 带动粮价反弹企稳， 有效维护了种
粮农民的利益。 收粮过程中， 相关部门强化
监管 ， 严厉查处“打白条”、 压级压价 、 短
斤少两等违纪违规行为。 全省最低价收购的
83.5万吨早籼稻 ， 各库点均通过“一卡通 ”
系统， 把20多亿元购粮款打卡支付， 让卖粮
农民满意又放心。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陈永
刚）今年中秋小长假，长沙地铁线网客
流总量达到202.1万人次， 并创下了3
项客流历史数据。

其中， 地铁1号线客流总量为
67.9万人次，日均22.6万人次，客流
量排名前三的车站为黄兴广场站 、
五一广场站和开福区政府站。

地铁2号线客流总量为134.2万人
次，日均44.7万人次，客流量排名前三
的车站为五一广场站、 长沙火车南站
和望城坡站。 与去年同期的日均31.7
万人次相比，今年2号线的客流量的涨
幅达41%， 长沙市轨道运营公司相关
负责人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2号
线西延线开通后运营里程延长，二是1
号线开通后为2号线带来换乘客流。

本次中秋节， 为长沙地铁形成十
字线网后的首个节假日， 节假日期间
天气晴好，众多市民纷纷选择大运量、
准点的地铁方式出行。9月15日中秋节
当天，线网客流达74.86万人次，其中1
号线客流为24.99万人次，2号线客流
为49.87万人次，3项数据均创造了历
史纪录。

长沙地铁运营方加强安保检查，在
节前晚高峰期间就开始增开载客列车，
缩短行车间隔，在重点站的电扶梯、闸机
等关键部位增设专人值守， 针对短时间
内客流突增情况增开预制票亭， 有效缓
解了客流压力。 节日期间长沙地铁整体
运营状况良好，各项指标安全可控,� 1、2
号线的运行图兑现率、 正点率均为
100%。

黑茶走出“国际范”
安化黑茶远销多个国家或地区；年创综合产值102亿元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通讯员 伍
振 记者 周勇军) 今天,记者在津市采
访时了解到 ,国家林业局官网发文公
布2016年试点国家湿地公园验收结
果， 津市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
设通过国家林业局组织的评估验收，
正式成为国家湿地公园， 这是常德市
通过国家验收的首个国家湿地公园。

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津市东
南部， 以毛里湖湿地为主体， 由99条
沟汊溪河汇聚而成， 是湖南省最大的
溪水湖， 总面积6250公顷， 常年蓄水
1.38亿立方米。 园内有湿地植物403
种， 湿地动物262种； 2011年3月，

被国家林业局批准为国家湿地公园试
点。

近年来， 津市市委、 市政府高度
重视毛里湖湿地公园的建设与管理。
经报省政府同意， 将毛里湖原渔业养
殖水源成功调整为饮用水源， 通过生
态保护， 毛里湖完成由浊变清， 如今
水质达Ⅲ类， 部分Ⅱ类， 完成了鸟类
栖息地恢复性建设， 推进了野菱保
护、 生态护坡等保护工程， 启动了毛
里湖电排项目建设和湿地公园一期基
础能力建设。 2015年， 在全省湖泊治
理项目绩效评估考核中， 毛里湖湖泊
治理项目排名第一。

地里刨出“金疙瘩”
隆回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果蔬等农产品，上半年为农民增收10亿余元

许达哲会见熊群力

以德修身 以德服众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集体学习

购粮“一卡通” 售粮好舒心
湖南近200万吨早籼稻顺利入库

中秋小长假

长沙地铁客流量
突破200万人次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柳德新）根据当
前汛情和《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指决
定，从9月18日12时起，解除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此前，针对今年第14号超强台风“莫兰蒂”可
能对我省造成的影响，省防指决定自9月14日8时
起，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

9月15日凌晨，台风“莫兰蒂”从福建厦门沿海登
陆后， 对东南沿海地区破坏巨大， 但对我省影响甚
微。今天下午，今年第16号台风“马勒卡”在浙江东部
近海海面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对我省几无影响。

到9月30日， 今年6个月的汛期即将结束。省
防指强调，后期，各级各部门仍要按照汛期工作
要求，抓好正常的值班值守，有效应对突发汛情，
全面做好今年防汛值班工作。

津市毛里湖
跻身“国家湿地公园”

“莫兰蒂”“马勒卡”两个台风均对我省影响甚微

防汛Ⅳ级应急响应解除

9月18日，大学生站出“勿忘国耻 9·18”的字样。当天，湖南外贸职业学院组织3000名新生举行升国
旗、宣誓、主题班会等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85周年，增进学生的爱国情怀，教育学
生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郑翔 摄影报道

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贺 信

正点率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