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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白培生 李
秉钧 通讯员 王跃华 朱孝荣）近日，资兴市
三都镇流华湾古村数千亩荷花竞相开放，前
来赏荷的游客络绎不绝。 来自广东湛江的刘
先生说：“原计划2天的旅程，来了后才知道不
够。资兴不光有东江湖，周边的乡村美景也值
得一看。”结果，刘先生在资兴玩了4天，除东
江湖外，还去了天鹅山露营等。

据了解，近年来，资兴市以东江湖5A景
区为龙头，并依托美丽乡村建设，不断发掘新
的旅游文化资源，打造差异明显、特色各异的
全域旅游产品。市委书记黄峥嵘介绍，游完东

江湖后，向东可到天鹅山体验森林探险，到汤
溪镇沐浴温汤、品狗脑贡茶、听炎帝传说；向
南可到黄草体验跌宕起伏的浙水漂流， 还可
到清江采摘四季水果； 向北可到大王寨赏丹
霞奇观，到回龙山礼佛祈福，到流华湾品味乡
愁。如今，该市已入选第二批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今年上半年，资兴市共接待游客553.22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3.2亿元，同比分
别增长35.7%、24.6%。

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市、 全省统筹
城乡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示范市， 资兴先期
投入5亿多元，撬动民间资本30多亿元，按照

差异化、特色化原则，培育乡村旅游小镇，打
造了黄草潇湘风情水镇、 汤溪温泉小镇等一
批特色旅游小镇。 同时， 整合资金近100亿
元，抓好东江湖、天鹅山等6大景区建设，全域
旅游版图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晰。

同时，资兴市加快三产融合，促进旅游业
态跨界融合发展，建成了双溪洞、流华湾两个
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打造了果茶科技园、绿鼎
园林等一批农旅结合的现代农业庄园，“白廊
桃花村”、“二峰” 瑶族文化特色村等20多个旅
游村落脱颖而出。东江水电厂、青岛啤酒（郴
州）、东江鱼集团等企业，也在筹划开放参观。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周俊）“通过
电能替代燃煤燃油， 不仅大幅降低了污染排
放，更将产品合格率提高到99%以上，企业效
益也随之提升。”日前，新化县美程陶瓷科技
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贺亦文深有感慨。通
过电能替代，娄底电子陶瓷行业每年减少3.5
万吨标准煤使用量。

娄底是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多年积累，形
成了千万吨煤、 千万吨钢、 千万吨水泥的产
能， 也带来环境破坏、 资源枯竭等一系列问
题。摆脱对能源的过分依赖，甩掉环境污染的
包袱，成为娄底开放崛起的必过之“坎”。围绕
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娄底以“绿

色、循环、低碳、精细”发展为转型之策，打造
新能源产业，推广绿色清洁能源，引导企业低
碳生产，在能源消耗上做“减法”，在循环利用
上做“加法”。

在能耗削减上， 通过传统产业节能减排
降碳技术改造，降低单位产品能耗、物耗和废
物排放；通过电能替代、余热余压余气等技术
改造，实现能量的梯级利用，提高能源综合利
用和产出率；通过发展新能源、高端制造、高
新技术等产业，补足产业短板，降低能源消耗
型产业比重。

在清洁能源的推广和使用上，3座装机容
量共79.97MW的光伏电站已并网发电；古台

山、紫鹊界、九龙峰等风力发电场升级改造工
程正加速推进; 通过沼气等可再生能源综合
开发，每年节能折合标准煤10万吨左右。

同时，娄底还计划用3年时间，建成498个
光伏扶贫电站，转变农村能源结构；与中南林
业科技大学碳循环研究中心合作， 试点种植
650亩速生“捕碳”草，探索碳汇产业，该项目建
成后，每年可吸收和固化二氧化碳约9000吨。

上半年， 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能耗同比
下降13.8%，原煤产量同比下降16.5%，清洁
能源使用提升至1.5亿千瓦时。伴随着煤炭等
能耗的快速消减，清洁能源的全面推广，娄底
正逐步迈向绿色低碳城市。

草雕城堡
流光溢彩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姚进群 方程

周述生走了一个多月。90岁的龚光保一
提到他，仍一脸悲伤：“这些年，他不知道帮了
我多少，担谷都担了十几年了。”

周述生和龚光保都是益阳市赫山区新桥
河镇长茅仑村黄土坡组村民， 龚光保年老力
衰，这10余年来，每年收割时节都是周述生
帮他将稻谷从田间担回家。在当地，周述生是
村干部心中工作积极认真的村民小组长，也
是村民称道的“热心人”。

今年7月1日，周述生因突发心肌梗塞，倒
在抗洪抢险一线，经医院抢救无效，离开了人
世，终年67岁。

周述生的入党介绍人龚玉堂说， 周述生
奋不顾身坚持抗洪抢险， 体现了一个老党员
的坚强党性。

“他对村里布置的工作总是
积极执行”

6月30日，益阳普降暴雨，资江水位猛
涨。当晚7时，周述生接到村党支部书记龚
超的电话，要他立刻组织人去村部，村里需

成立一支50人的机动队， 随时赶赴资江大
堤抗洪。

长茅仑村本没有资江大堤防汛任务，但
周述生没有多说， 挂断电话， 叫上村民龚志
民、陈清华等，赶往村部。

“身为组长，他对村里布置的工作总是积
极执行。”龚超说，他刚上任村支书，请周述生
摸底组上的贫困户， 材料很快送来， 数据翔
实。工作久了，他发现，组上大小事务，比如养
老保险、合作医疗等，黄土坡组都完成得非常
好。 在周述生的遗物中， 有4本32开的笔记
本，上面是他生前记录的组上大小事务，从上
个世纪每家每户记工分， 到最近土地确权登
记，清晰明了。

3人很快到了村部， 当晚他们没有处险，
在村部值守到深夜。回家路上，周述生有点不
放心，和陈清华等人又去查看了山塘水渠。山
塘水渠是农家的命根子，灌溉、排涝都要用。

山塘的水位暂时稳定，周述生松了口气，
回到家已是7月1日凌晨1时左右。 老伴刘有
云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垫肚子， 他说， 不用
了，早点休息，天亮后抗洪抢险肯定紧张。

暴雨，下了整整一夜 。资江水位一路
看涨。

“我是党员，又是组长，我是
肯定要去的”

刘有云察觉到周述生起床时，外面还是一
片漆黑。刘有云觉得老伴前一天累着了，希望
他别去。“我是党员，又是组长，我不管别人去
不去，我是肯定要去的。”周述生语气很坚决。

周述生是1996年4月入党的。龚玉堂说，
当年他介绍周述生入党， 就是觉得他心里总
是装着集体。上世纪90年代初，长茅仑村办
了一家砖厂，周述生担任砖厂会计，当时龚玉
堂是村干部，和周述生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
他发现周述生尽职尽责， 后来砖厂因为经营
不善， 预备将经营权发包给个人， 在这过程
中，周述生主动每晚守在已停工的厂里，一连
几个月，砖厂连块砖都没丢。

拒绝了老伴的劝阻，清晨6时左右，周述
生和龚志民带着自家的撮箕、锄头，开着自家
的三轮车来到了村部。

50人的机动队在村部很快集结完毕。根
据新桥河镇政府调度， 机动队抢险第一站是
镇上的老码头，要抓紧构筑子堤，不让一路上
涨的洪水漫过来。 荩荩（下转5版）

抗洪英雄传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
讯员 刘洪文）“铸就忠诚军魂， 传承红色基
因”。今天，纪念“水口连队建党”90周年座
谈会在炎陵县举行，来自中央党史研究室和
省、株洲市、炎陵县党史办的党史工作者，就
“水口连队建党” 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进行探
讨解读。

炎陵县（原酃县）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9月29日， 毛泽东率
领部队退往湘南，到达永新，进行了著名的
“三湾改编”， 作出了将支部建在连上的决
定。10月12日，部队到达酃县水口，毛泽东
亲自主持吸收6名普通战士入党， 并在水口
叶家祠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当天，人民军队
历史上第一个连队党支部诞生。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水口连队建党”与
“三湾改编”一脉相承，是我们党领导初创时
期人民军队在危急关头开启的重大历史创
举。水口连队建党第一次把“支部建在连上”
的组织原则付诸实施，奠定了党在基层的核
心地位，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井冈红军研究分
会副组长、 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特聘顾问、
长征干部学院客座教授、开国上将陈士榘之
子陈人康在会上发言，回顾了父亲陈士榘遵
循在水口入党时的誓言及艰苦奋斗的一生。

纪念“水口连队建党”90周年座谈会是
经过省委批准的我省纪念建军90周年系列
活动之一，由株洲市委、市政府、株洲军分区
主办，炎陵县委、县政府、县人武部承办。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 （记者 贺威 ）今
天，省直单位党组（党委）书记履行党建工作
责任述职评议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副书记
乌兰强调，要通过履行党建工作责任常态化
述职评议， 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推动省直机关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
纵深发展。省领导王少峰、谢建辉出席。

乌兰强调，要抓好理论武装，把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重要政治任务，着力完善学习制度，推动持
续学深入学跟进学，达到学思践悟、学以致
用的目的。要强化党组（党委）书记第一责任
人的责任意识，坚持书记抓、抓书记，推动管
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要坚持党建与
业务两手抓、两手硬，以党建促业务，解决好
“两张皮”的问题。要以落实《准则》《条例》为
抓手，以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为载体，进
一步严肃党的组织生活。要把加强基层党组
织建设作为党建工作重点，全面推进支部标
准化建设，夯实基层基础。要加强机关党风

廉政建设， 深入开展党风党纪和警示教育，
让广大党员干部明底线、知敬畏；落实《党内
监督条例》，坚持关口前移、抓早抓小，对党
员干部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咬耳
扯袖，有效防止“踩红线”、触“高压线”；机关
纪委要认真履职， 把纪律规矩挺在前面，锲
而不舍抓纪律、管作风、惩腐败，营造良好政
治生态。

王少峰说，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
觉，进一步树好树正重视党建、狠抓党建、强
化党建的鲜明导向， 坚持围绕发展抓党建、
抓好党建促发展， 始终在大局下找准定位、
强化担当、展现作为，不断提升机关党建科
学化水平。

谢建辉对10家单位述评逐一作了点
评。她说，要坚决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强
化问题导向，防范各类廉政风险点。

会议现场对省民政厅等10个单位党组
（党委） 书记履行党建工作责任情况进行了
测评。

湖南日报8月23日讯（记者 张尚武）
贫困农民长久稳定脱贫， 产业发展是根
基。 近3年， 省农委精准制定产业扶贫规
划，壮大特色产业，带动162万贫困人口
脱贫“摘帽”。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省委、省政府把
产业扶贫列为“八大重点工程”之首，明确
由省农委牵头。2014年，省农委与省扶贫
办等相关部门制定产业扶贫规划，提出壮
大果茶等园艺产业、发展养殖产业、稳定
粮油产业、 助推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
力争到2020年， 全省贫困地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突破1万元。

按照省里的布局，每个贫困县重点扶
持1至3个特色优势产业， 如靖州的杨梅
和茯苓、安化黑茶、麻阳冰糖橙、武冈铜
鹅、龙山百合等，打造脱贫产业链，带动千
家万户脱贫。

产业要靠龙头带。省农委结合“百千

万”工程，在贫困地区重点培育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上万家，提升
“传、帮、带”能力和水平，带动成千上万贫
困人口，走上产业脱贫路。

扶强产业助脱贫。在“中国黑茶之乡”
安化，省农委集中资金项目，打造黑茶产业
链，带动10万贫困人口脱贫。龙山百合久负
盛名，过去产业链条短，带动能力弱。省里
扶持当地建百合产业园，推广“互联网+生
态旅游+精准扶贫”模式，龙山百合的亩产
值从8000元增至1.2万元，全县百合产业年
产值突破10亿元，带动近万贫困户增收。

去年，省财政厅、省农委整合下达产
业扶贫资金37亿元， 由各县统筹使用。各
级农业部门围绕特色优势产业，加大技术
培训力度，每年在贫困地区培训生产经营
型职业农民1000人、 专业技能型和社会
服务型职业农民1万人， 示范引领贫困农
民融入产业链，立足长远拔掉“穷根”。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张韪 吴运跃

暑去秋来， 会同县宝田茶场依旧茶
香弥漫。

“今年秋茶要采到10月底。”茶场负
责人曹书安告诉记者，采茶期延长，贫困
农民天天有收入。 现在茶场每天安排60
多人采茶，都是周边的贫困农民。

会同县宝田侗族苗族乡， 海拔800多
米，满山满岭都是新栽的茶园。茶叶加工厂
所在地旺龙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全

村286户873人， 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118
户374人。 村党支部书记黄元金介绍，3年
前，潇湘茶业公司进驻旺田村，带动大家发
展茶产业脱贫。目前，村里在茶场做事的贫
困农民，已有17人脱贫“摘帽”。

在省农委、省扶贫办支持下，潇湘茶
业公司在宝田开展委托扶贫。2014年，会
同县政府整合涉农资金1200万元， 委托
潇湘茶业公司发展高山有机茶，以旺龙村
为中心创办万亩良种茶园， 带动4962名
贫困人口脱贫。

荩荩（下转4版）

� � � � 乌兰在省直单位党组（党委）书记履行
党建工作责任述职评议大会上强调

以常态化述职评议促党建责任落实

铸就忠诚军魂 传承红色基因
“水口连队建党”90周年座谈会在炎陵举行

能源消耗做“减法” 循环利用做“加法”

娄底迈向“低碳之城”

打造差异明显、特色各异的旅游产品

资兴“扩版”全域旅游

平凡人生 闪光灵魂
———追记倒在抗洪抢险一线的老党员周述生

产业扶贫拔“穷根”
近3年，省农委牵头推进产业扶贫，带动162万

贫困人口“摘帽”

精准扶贫 在三湘
部门在行动

茶香弥漫脱贫路

其 中 通 过
产 业 扶 贫 直 接

帮 助 162 万
贫困人口脱贫。

资金扶持

� � � � 8月23日晚，稻
草制作而成的草雕
城堡在彩灯的照射
下美轮美奂。 当天，
“2017中国洋湖草雕
灯光欢乐季”活动在
长沙洋湖湿地公园
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王晗 摄影报道

培育能人

2016年整合下达产业扶贫资金37亿元。

� � � � 2014年起 ，每年在贫困地区培训专业

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农民10000人。

全省脱贫

352万人。
2014-2016年

� � � � 2014年起 ，每年在贫困地区培训生产经营型

职业农民1000人。

制图/刘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