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吴雅丽）据海关统计，2019年上半
年，湖南省对非洲进出口111.8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45.6%， 高于同期湖南省外贸
增幅5.5个百分点。6月份为上半年对非进
出口峰值，增幅达62%。

近几年， 湖南与非洲的交流合作突飞
猛进，在湘举办了“非洲国家驻华使节湖南
行”“中国-南非经贸合作对接会”“第四届
对非投资论坛”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尤其是
今年6月，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在湖南举

办， 湖南和非洲各国在各领域都有了日益
深入的合作。

上半年，湖南省对非贸易保持稳定增
长，除2月份受传统春节影响出现负增长
外，其余月份均呈现正增长。其中6月份，
湖南省对非进出口额24.4亿元，为上半年
最高，增幅62%。上半年，南非为我省对非
洲最大贸易伙伴， 进出口额为39.9亿元，
占同期湖南省对非洲贸易的35.7%；对阿
尔及利亚、尼日利亚保持较高增长。

荩荩（下转2版②）

上半年我省对非进出口增长45.6%
高于同期全省外贸增幅5.5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唐亚新 蒋茜

葫芦岩渡口，距道县县城40公里，是潇水
支流沱水河上的一个古老渡口。

渡口东岸，悬崖绝壁直贴河面，上有两个
紧邻的洞口，形状极似葫芦，因此得名葫芦岩。

85年前，红军长征在葫芦岩抢渡过河时，
一位红军战士把身上的一只竹碗， 送给了当
时帮助红军的渡工邱家儒。这只竹碗，被邱家

人视若珍宝，小心保存至今。
6月底，参加“记者再走长征路”活动的我们

来到这里，从邱家儒之子、葫芦岩村村民邱声彪
老人的讲述中，得知了竹碗背后的故事。

上世纪30年代， 邱家儒一家就住在葫芦
岩渡口附近。 当年30多岁的邱家儒是一名渡
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撑船摆渡。

1934年11月下旬的一天黄昏， 一支队伍
突然出现在渡口对岸。这支队伍，正是中央机

关、中革军委所在的“红星纵队”以及红军部
分军团的先头部队。

当时，情况十万火急！国民党调集40万大
军，对进入潇水与湘江之间狭长地带的红军布
好了“口袋”，欲把红军“消灭”在湘江以东地区。

在葫芦岩， 紧追不舍的国民党27军距离
“红星纵队”只有不到20公里，红三十四师奋
力担任殿后任务，抢渡过河刻不容缓。

荩荩（下转7版）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一只竹碗

新华社北京7月18日电 近日， 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地方
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县级
以上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是发展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的一个重要举措。40年来， 地方
人大及其常委会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履职尽责，开拓进取，为地
方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 新形势新任务对人大工作
提出新的更高要求。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要
按照党中央关于人大工作的要求， 围绕地方
党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地做好立法、监督等工
作，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要自觉接受同级党委领导， 密切同人民群众
的联系，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接地气、察
民情、聚民智，用法治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

生福祉。要加强自身建设，提高依法履职能力
和水平，增强工作整体实效。

纪念地方人大设立常委会40周年座谈会
18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并讲话。他表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
导下，发挥各级人大职能作用，全面提升新时
代人大工作水平。

栗战书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总结并坚持地
方人大工作的经验， 不断丰富和拓展人民代
表大会制度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要进一步
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按照党中央对人大

工作的要求，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认真做好立法、监督、代表等工作，担负起宪
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使人大工作
更好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增进人民
福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王晨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并主持座谈会。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7个地方人
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在座谈会上发言。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曹建明、 万鄂
湘出席座谈会。

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
会各工作委员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
门、各省区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等参加座
谈会。

习近平对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结合地方实际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
更好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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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概况】
今年上半年，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共接待观众296万人次。 自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观众接待数
量同比增长15%。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地处毛泽东主
席的诞生地湖南省韶山市韶山冲，于1964
年建成对外开放， 是全国唯一一家系统展
示毛泽东主席生平业绩、 思想和人格风范
的纪念性博物馆，1997年被中宣部公布为
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开放55年
来，共计接待国内外观众上亿人次。

纪念馆辖区范围包括生平展区、 专题
展区、旧址群、毛泽东父母墓地等，有馆藏

文物、文献资料6.3万余件，其中中南海移
交毛主席遗物6300余件。在这里，观众可
以参观基本陈列“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专
题陈列“风范长存———毛泽东遗物展”，两
个陈列分别荣获“第十一届全国博物馆十
大陈列展览精品奖”、2009年度“全国博物
馆十大陈列精品特别奖”。

近年来， 纪念馆立足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建设、管理和使用，在陈列展览、宣传教
育、文物馆藏与保护利用、学术研究、文创
产业发展和免费开放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
著成效。今年以来，讲解员共完成阵地讲解
6475批，进行主题宣讲18次，讲授主题党
课180余堂。 荩荩（下转2版①）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

开放55年来
共接待观众上亿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龚永华 桂生

7月6日至9日，特大暴雨突袭湖湘。短
短4天，单站累计最大降雨达550.5毫米，株
洲市、衡阳市、邵阳市的面上降雨量，分别
为多年同期均值的14倍、13倍、11倍。

持续大暴雨引发大洪水。 湘江干流水
位两次全线超警，资水上中游水位超警，其
中湘水干流衡阳市至长沙市河段、 资水干
流上游邵阳县至新邵县河段超保证水位，
三湘大地经受着严峻复杂的防汛考验。

汛情即命令！
省应急管理厅作为全省机构改革后新

组建的单位，运行未满一年，还处机构改革
磨合期，但面对扑面而来的汛情，他们沉着
应战，奋力迎接洪灾“大考”。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指挥调度中心———
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大楼， 连日来夜夜灯火
通明。 一个又一个险情电话打进应急指挥
中心， 一条又一条调度指令从这里迅速传
至三湘四水。

省应急管理厅全面动员， 全体干部职
工全力以赴投身到防汛救灾之中， 有的通
宵值守、有序调度，有的深入灾区、查险除
险……他们用一言一行诠释忠诚担当，践
行初心使命。

一天一会商，早晚两碰头
雨情、水情、险情、灾情瞬息变化，省防

指、省减灾委第一时间分别启动防汛Ⅳ级、
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9日又将应
急响应等级提升至Ⅲ级，积极应对紧张、复
杂的防汛抗灾形势。 荩荩（下转4版）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第二十二次
集体学习，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中央和
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以及在内蒙古
考察并指导主题教育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并以“担使命、履职责，矢志为民服务”
为主题进行第二次学习研讨交流。 省委书记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
出席，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作交流发言。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香、王少峰、胡衡
华、谢建辉、张剑飞、李殿勋等出席或作交流
发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央第
一指导组有关同志到会指导。

会上，大家紧扣学习研讨主题，结合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交流了各自的
学习心得体会，既有理论思考又有实践体悟，
做到了见人见事见思想。

“‘担使命’、‘履职责’、‘为民服务’这三

个关键词是内在统一的，贯通了‘担当什么’
‘为谁担当’‘怎么担当’的问题。”杜家毫在主
持时指出，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担当奋斗的历
史。进入新时代，“担使命”被赋予了新的时代
内涵。 从实践指向看， 就是要统揽“四个伟
大”，把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社会革命和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好； 从目
标指向看，就是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我们要深刻把握担使命、履职责的鲜明指
向，解决好“担当什么”的问题，扎扎实实打好
三大攻坚战、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
坚定不移抓好党的建设， 努力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 进而开启实现基本现代化新征
程。

杜家毫强调，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解决好“为谁担当”的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的立场不变、为民服务的宗旨不忘，当好
人民勤务员、做好群众贴心人，突出为民服务

解难题，用心用情解决好教育、就业、医疗卫
生、社会保障、生态保障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的民生问题，全力做好普惠性、基础性、
兜底性民生建设， 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杜家毫强调，要勇于直面矛盾、增强斗争
本领，解决好“怎么担当”的问题。学习掌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看
家本领，着力解决思想根子的问题，不断提高
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工作、 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树立长远眼光和正确政绩观，多
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
实践和历史的检验。身体力行、带头示范，真
抓实干、埋头苦干，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面对难题敢抓敢管，一抓到底解决问题。把干
净和担当、勤政与廉政统一起来，锤炼忠诚干
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守住廉洁自律的底线，增
强担当作为的底气，保持攻坚克难的精神，更
好地担使命、履职责。

� � � � 省应急管理厅作为全省机构改革后新组建的单位，
面对最近全省持续大暴雨引发的大洪水———

他们，奋力迎战洪灾“大考”

� � � � 湖南日报7月18日讯 （记者 邓晶琎）
在长沙开设吐鲁番旅游宣传推广服务中
心，合作设立全疆第一个基金小镇……17
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召开的湖
南省对口援疆工作座谈会透露， 我省第八
批援疆工作队自2016年12月入疆以来，对
口支援成效显著、综合效应明显。

当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 吐鲁番迎来
了一大波从湖南来的游客。 这是我省第八
批援疆工作队开展“湖南人游吐鲁番”系列
推介活动带来的实效。两年来，吐鲁番共吸
引了湖南游客85万人次。

吐鲁番市委书记张文胜介绍， 湖南省
第八批援疆工作队的1248名队员，聚焦产
业发展，以产业带动就业，让当地群众享受
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两年来，援疆工作队推动湖南8个国家
级园区、2个省级园区与吐鲁番的4个自治
区级园区及国家级新能源示范区结对共
建，签约投资项目34个，投资额达169.35亿
元。我省的步步高集团、红星实业集团与吐
鲁番市对接实施“疆品入湘”工程，累计帮
销葡萄、哈密瓜等农产品达16亿元。

荩荩（下转2版③）

湖南第八批援疆工作队
对口支援硕果摇枝

我省10个园区在吐鲁番投资项目34个， 投资169.35亿元；
产业项目助推新疆7000余名群众稳定就业

“疆品入湘”工程累计帮销葡萄、哈密瓜等农产品达16亿元，
两年来85万人次湖南游客游吐鲁番

增强基层实力 激发基层活力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解读

导
读 2版

� � � � 走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触摸历史细节，感受革命先辈初心。
截至目前，湖南共有27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些基地，是党员

干部了解党史、锤炼党性的重要场所，是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的重要阵地，
也是青少年学习革命传统的重要课堂 。今天起 ，湖南日报推出 “追寻闪光的
足迹———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专栏，讲述红色故事，引导党员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编
者
按

中俄乐团激情共奏
《黄河大合唱》

7月18日晚， 长沙音乐厅，
中俄两国艺术家共同奏唱《黄
河大合唱》。当晚，雅韵三湘·音
乐经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 中俄建交七
十周年暨“黄河大合唱”八十周
年大型交响合唱音乐会在长沙
音乐厅上演。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龙文泱 摄影报道

� � � �上半年，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湖南省委省政府
科学指挥、精准施策，全省上下攻坚克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承压而行 稳中向前

� � �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暨省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第二次学习研讨交流会举行

担使命 履职责 矢志为民服务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许达哲出席 李微微乌兰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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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舵稳当奋楫 风劲好扬帆
———写在习近平主席提出中拉命运共同体理念五周年之际

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