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贺威 左丹）今天上午，湖南省高
校服务脱贫攻坚推进会在长沙召
开。省委副书记乌兰强调，全省各
高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 认真落实
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自
觉担负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在
服务脱贫攻坚中主动作为、 再立
新功。

乌兰肯定了全省高校在脱贫
攻坚中取得的成效，代表省委、省
政府对高校表示感谢。她强调，要
提高政治站位，认清脱贫新形势，
把握工作新要求， 结合高校实际
认真贯彻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努力实
现新作为。 高校作为人才库和智
力源，要发挥自身优势，突出工作

重点， 深入对接贫困地区内在需
求， 进一步提升服务脱贫攻坚工
作实效。要发挥高校组织优势，抓
实驻村帮扶工作， 当好驻村工作
队的坚强后盾。 要发挥高校育人
优势，做好教育扶贫工作，着力做
好困难大学生的精准帮扶， 加快
贫困地区高等教育发展， 扎实抓
好教育培训工作。 要发挥高校资
源优势，建立以购代捐长效机制；
帮助贫困地区做好产业规划、科
技帮扶等工作， 促进贫困地区产
业发展； 深化拓展“情牵脱贫攻
坚”主题实践活动，使大学生服务
社会与成长成才相得益彰。 要发
挥高校人才优势， 当好脱贫攻坚
智库， 为脱贫攻坚提供人才和智
力支撑。

荩荩（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杨俊 刘辉霞）初秋时节，在洪江市安江镇扶车村中药
材基地，吴茱萸、黄精等中药材长势喜人。正在除草的
村民向元华告诉记者，他在基地务工，每月都有工资
拿。据了解，这个基地是湖南新汇雪峰山药材种植有
限公司在洪江市建立的8个基地之一，8个基地总面积
达1万余亩， 是洪江市扶贫办委托实施的省重点扶贫
产业项目。通过“委托帮扶”，1816名贫困人口在基地
入股分红和务工。

得益于当地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雪峰山下的
洪江市中药材资源丰富，适合生长1300多种中药材。
近年来，该市因地制宜，致力打造中药材“种－储－
加－销－研”全产业链，建设“湖南西部药谷”，以“产
业联动”强化“利益联结”，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该市还推行“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引进北京同仁
堂、怀仁药业等中药材加工企业，降低市场风险，助力
产业转型升级。

在洪江市铁山乡水口山村成超中药材专业合作
社天麻种植基地里，村民肖和长随身带着小册子《中
药材栽培指南》和《中药材规范化栽培技术规程》。洪
江市中药材产业办主任左再良介绍，这是该市联合相
关企业编印的， 以从源头上把控好中药材种植质量。
同时，市里设立中药材产业发展基金，制定中药材发
展奖补办法， 调动龙头企业和药农发展产业的积极
性。目前，全市已有19个乡镇种了中药材，总面积达
4.7万亩。

在洪江市安江镇，正在建设一个中药材加工与交
易项目。该项目为国家黄精标准化建设项目，包括初
加工车间、交易市场、仓储、检测中心等。目前，洪江市
已发展中药材种植公司9家、种植专业合作社15家，中
药材加工及中间提取企业8家。去年，通过推广技术带
动种植中药材、 药企用工优先聘用及委托帮扶等，全
市有7300余人实现稳定脱贫， 洪江市也进入我省首
批中药材种植基地示范县（市）行列。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记者 邹仪 通讯员 唐华
栋 陈政中 严洁）“有机西瓜味道真的不一样， 特别
甜！”日前，东安县鹿马桥镇马坪村村民尹小勇的西
瓜大棚里一片欢声笑语，游客入棚采摘西瓜，现摘现
尝，乐在其中。

“入棚采摘很受欢迎。1个大棚可产西瓜6000公
斤，除去成本，一年种两茬，纯收入可达5万余元。”尹
小勇种了10个大棚有机西瓜，喜获丰收。

马坪村依山傍水， 处于金易德田园综合体核心
区。在湖南金易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辐射带动下，该
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旅游+农业”的叠加效应，精
心打造太空莲、草莓、油菜等10余个农业基地，大力
发展优质水稻、特色水果和“微旅游”产业，让村民们
实现家门口致富。

乡村振兴，旅游先行。近年来，东安县实施“旅游
活县”战略，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和全国知名
微旅游目的地为目标， 大力发展说走就走、 快去快
回、自助自理的“微旅游”。县财政预算安排旅游发展
专项资金， 规划建设以紫水国家湿地公园为核心的
县城片区、 以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为核心的大庙口
片区、以“一带八景”为核心的芦洪市片区等3大旅游
片区。

“我们出台了12条优惠政策，利用民间资本，整
合美丽乡村和微旅游景点，发展旅游产业，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东安县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县目
前创建了赵家井、石板铺、上界头、塘家工区等100
余个山庄、农家乐和美丽乡村，引导农民发展农业体
验、亲子互动等乡村旅游业，形成了“农庄游”“花季
游”“采摘游”，辐射带动近10万人吃上旅游饭，走出
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走在东安县，处处是风景，丰富的“微旅游”
项目吸引各地游客前来休闲观光。 今年上半年，
全县乡村旅游接待游客115万人次， 实现综合收
入6.7亿元。

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5日同伊
拉克共和国总统马苏姆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伊建交60年来，在双方共同
努力下，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合作稳步推
进。2015年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中伊友好
新篇章，为两国关系带来更多新机遇。我高度重视中伊关
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60周年为契机，在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开展互利合
作，深化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马苏姆在贺电中表示， 近年来伊中两国关系显著发

展，经贸合作取得巨大进步。伊拉克愿全方位拓展两国关
系，造福友好的两国人民，促进两国和地区的安全、和平与
发展。

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也互致
了贺电。李克强在贺电中说，中方愿同伊方一道，不断巩固
两国传统友好，深化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互利合作，
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阿巴迪在贺电中说，伊方愿不断巩固两国关系，提升
合作水平，并拓展新的合作领域，以实现双方的共同利益
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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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乌兰在全省高校服务脱贫攻坚
推进会上强调

发挥高校优势
建功脱贫攻坚

高考招生关注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颜石敦
通讯员 李进科

在湖南的“南大门”，一个玉石
小镇在崛起。它就是临武县武水镇。

临武是我省至今唯一产玉石
的县， 通天玉、 香花玉等储量丰
富， 潜在开发价值超过2400亿
元。2014年，省委领导作出批示，
鼓励临武先行先试， 将玉石产业
作为“调结构、促发展”的一个新
兴产业来重点打造。

乘着先行先试的东风， 临武
推动通天玉列入“国家标准”，并
在武水镇建设了华南地区首个宝
玉石文化产业园， 一个百亿产业
集群正在形成。

8月22日，记者来到武水镇，
探访这个玉石小镇崛起的足迹。

制定标准，跻身国家
宝玉行列

从远处看， 位于武水镇官山

路与隆武路交叉处的临武宝玉石
文化产业园， 犹如一只振翅欲飞
的大雁。园区里，一栋栋厂房鳞次
栉比，一个个店铺琳琅满目，前来
观光、购物的游客一拨接一拨。

黄金有价玉无价。 玉石因具
有收藏价值和保值性， 深受人们
喜爱。

临武通天玉是我国新发现的
优质石英质玉石， 因产于临武通
天山而得名。它晶莹剔透、柔韧度
强，近年来成为市场抢手货。

“过去， 通天玉并不为人知
晓。”正在园区调研的临武县玉石
办负责人介绍， 当地奇石爱好者
以前把通天玉当作“石头”收藏、
交易，最漂亮的“石头”每公斤才
卖20元。

是金子总会发光。2014年以
来， 临武县一些奇石爱好者携通
天玉参加国际艺术博览会、 中国
(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等，
屡获大奖，轰动玉石界。

荩荩（下转2版①）

湖南日报8月25日讯 （记者
左丹 ）今天，记者从湖南省教育
考试院获悉， 我省高职专科批
录取已于8月24日结束，共录取
高职专科新生20.2万人（不含
五年制高职教育招生人数）。至

此， 今年我省普通高校招生录
取工作已结束。 据此前考试院
公布的数据， 本科提前批录取
12294人、 本科一批录取60029
人、二批录取84491人、三批录
取23888人。

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结束

临武县武水镇：
通天美玉乘风起

———湖南特色产业小镇巡礼

起风云

临武县南岭通天玉石城， 雕刻师在精心制作通天玉石作品。（资料
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造绿复绿景观美
左图：8月25日，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片区银星路与潇湘路交会处，新建的银

星湾公园江岸工程基本完成。 该公园是长沙市3年造绿复绿的重点建设项目，面
积约780亩，集休闲、生态、文化和科普等多功能于一体。它与湘江江岸线、月亮
岛、星悦湖公园、白石湖公园和长沙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共同组成了月亮岛片区

“一江一岛四公园”的城市景观集群。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统筹发展面貌新
右图：8月23日，桂阳县正和镇黎家

洞新村，村落整洁，风光秀丽。近年，该
县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成功打造了46个
美丽乡村示范村，创建美丽乡村省级示
范村4个，并对全县347个行政村进行了
环境整治，乡村面貌焕然一新。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肖井冬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包敦新

8月6日， 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7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
12名“一把手”被免职。

这是省纪委监委落实省委、省政府
“约法三章”精神，推进巡视整改，重典
治乱，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一个缩影。

中央第八巡视组巡视湖南以来，
省纪委监委把全面整改、真整真改、立
行立改作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主
抓手，率先发力，精准发力，全面发力。

大兴学习之风推进整改
学习，实际是思想上担当上的改

造，是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整改。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傅奎不厌其烦、不倦其细，反复叮嘱纪检
监察机关和干部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学懂、弄通、做实。

省纪委常委中心组、机关党委、机
关读书会、 各党支部党小组整体联动，
坚持先学后干，从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寻答案、找钥匙，觅思路、求计策，用新
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省纪委常委会3次研究整改落实
工作，始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巡视工作
重要讲话、关于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贯穿其中。 委机关党委专门部署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三十讲》学习竞赛活动，兴起新思
想学习热潮。

依规依纪依法， 是做好新时代纪
检监察工作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
省纪委监委紧攥纪法“两把尺子”，对
党章党规党纪和宪法法律法规， 特别
是监察法及其配套法规制度， 一条一
条抠，一项一项学，抓紧培养纪法皆通
专才，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精准推
进巡视整改。

突出监督责任抓整改
巡视整改期间， 省纪委监委聚焦

主责主业，找准问题线索处置突破口，

推动整改落地见效。
在协助省委落实巡视整改主体责

任的同时， 省纪委监委凝神聚力突出
监督责任抓整改， 其中处置领导干部
问题线索、 严查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最受关注、最具影响。

中央巡视组先后向省纪委机关移
交问题线索842件。 为优先办理问题
线索，傅奎同志利用周末和晚上，马不
停蹄召开问题线索分析排查会， 逐件
分析研判、提出处置意见、交办落实和
跟踪督办，既查处问题，更带动其他方
面整改工作连轴转、 一起抓。 截至目
前，问题线索办结率超过70%。

荩荩（下转2版③）

吹响整改“集结号” 决胜集中攻坚战
——省纪委监委扎实推进巡视整改工作

巡视整改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