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①）
在综合实力百强县市中， 榜单前四名为

江苏省昆山市、江阴市、张家港市和常熟市，
中部、 东北和西部第一名分别为湖南省长沙
县、辽宁省海城市和内蒙古的准格尔旗。

除了综合实力排名外，2019年中国中小

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还针对全国各县市
的绿色发展、投资潜力、科技创新等单个维度
指数进行排名。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
市中，长沙县排名第6名；2019年度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县市中，长沙县排名第6名，醴陵市排名
第57名；2019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县市中，

长沙县排名第8名，醴陵市排名第49名。
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指数研究系统工程由

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 国信中小城市指
数研究院等机构构建， 持续15年对中小城市
发展指数进行深入系统研究， 逐年推出阶段
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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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奉永成）今
天，省扶贫办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扶贫扶志
扶智行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
见》），通过开展扶志教育、加强技能培训、改
进帮扶方式杜绝“保姆式”扶贫等12条措施，
进一步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12条措施包括开展扶志教育、 加强技能培
训、改进帮扶方式、引导贫困群众发展产业、促进
贫困群众稳定就业、强化示范引领、夯实基层组

织、倡树文明新风、加强不良行为惩戒、加大文化
供给、壮大集体经济、加强组织领导等。

其中，开展扶志教育要求运用“村村响”、
村内宣传栏、文化墙、移动客户端和农村远程
教育等平台, 大力宣传党的脱贫攻坚决策部
署等； 通过脱贫攻坚“农民夜校”“讲习所”
“道德讲堂”等阵地 ,组织党员干部、技术人
员、致富带头人、脱贫模范等开展扶志教育。
加强技能培训要求组织贫困家庭劳动力开
展实用技术和劳动技能培训, 加强“雨露计
划”“同心温暖工程”“阳光工程”“一户一产
业工人”等职能技能培训 ,支持搭建“扶贫车
间”“扶贫产业园” 等就业平台, 帮助有劳动
技能的贫困人口充分就业。改进帮扶方式要

求大力推广自建、自管、自营等方式 ,鼓励贫
困群众自力更生投工投劳建设美好家园；杜
绝“保姆式”扶贫,防止“政策养懒汉”，推广以
表现换积分、 以积分换物品的“爱心公益超
市”等自助式帮扶做法。

《实施意见》要求，加强贫困村致富带头
人培育,落实利益联结机制,�大力开展消费扶
贫,引导贫困群众发展产业；通过建立劳务协
作基地、组织签订劳务合作协议、开辟公益性
岗位等方式,�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就业；树立一
批脱贫奋进典型和带动他人共同脱贫的奉献
典型,强化示范引领作用；建强班子队伍 ,� 夯
实基层组织；广泛开展文明村镇、文明家庭创
建，倡树文明新风等。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谌许业 记
者 孟姣燕） 世界旅游联盟编辑出版的《2019
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近日发布，旅游
扶贫“雪峰山模式”入选。

世界旅游联盟（WTA），成立于2017年，

是旅游减贫事业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今年9
月，世界旅游联盟联合世界银行、中国国际扶
贫中心共同发布《2019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
贫案例》。湖南雪峰山的共享旅游经济减贫模
式因具有可量化的减贫效果、创新性、可复制

性、 积极的社会影响因素， 入选30个优秀案
例。

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2014年
成立之初，便制定了“旅游扶贫、群众受益、
文化先行、后发赶超”的发展战略和发展目
标，致力于贫困地区旅游开发，投入资金 8�
亿余元， 成功打造了4个3A级、1个4A级国
家旅游景区。“旅游精准扶贫，让景区的农民
得到了实惠，走上脱贫减贫之路，向着小康
迈进。”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建英 何力杰）“建筑湘军” 通过
跨省并购进军港口产业取得新突破。今天，
湖南建工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揭牌，标
志着湖南建工集团正式完成对大连港湾工
程有限公司的收购， 取得港口与航道一级
资质，实现施工领域全产业链布局。

据了解， 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原属
辽宁港口集团， 拥有港口与航道工程总承
包一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市政公
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 建筑机电安装工
程专业承包三级、 预拌商品混凝土专业承
包等资质，具备年产值10亿元的港口综合
性建筑施工能力， 拥有各类各级技术人员
170余人。

经过近3年的洽谈，今年8月，辽宁港口
集团与湖南建工集团正式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湖南建工集团出资收购大连港湾工
程有限公司80%股权，成为绝对控股股东，
两年后辽宁港口集团再出让剩余20%股
权，湖南建工集团实现最终持股100%。

湖南建工集团在市政、 房建等工程领
域一直处于行业领先水平，在施工能力、技
术资质、项目资源、人力资源和资金实力等
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 根据集团发展战略
部署，未来将把业务拓展到港口建设市场，
在施工领域实现全产业链布局。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
平介绍， 成功收购大连港湾工程有限公司
后，集团将取得港口与航道一级资质，弥补
湖南建工在水务航道工程专业及资质方面
的短板；同时，通过与辽宁港口集团建立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携手开拓“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及我国东北地区市场。

我省出台“扶贫扶志扶智十二条”
加强技能培训、杜绝“保姆式”扶贫

《2019世界旅游联盟旅游减贫案例》发布

旅游扶贫“雪峰山模式”入选

“建筑湘军”跨省并购
进军港口产业

湖南建工完成施工领域全产业链布局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湖南旅客去广东潮汕地区将
更加快捷了。今天，高铁长沙南站发布消息
称，将于11日起开行长沙直达广东汕头的
高铁列车。全程车程约6小时，二等座票价
为506.5元。

自11日起，全国铁路将启用今年第四
季度列车运行图。届时，长沙南站将首次开
通直达潮汕地区的高铁列车，往返各一趟。

该车次15时55分从长沙南出发，在湖南
途经衡阳东、郴州西后进入广东，将首次停

靠广东地区的深圳坪山、汕尾、潮阳、潮汕
站，于21时58分到达终点站汕头。返程为6时
32分从汕头出发，12时37分抵达长沙南。去
程全程6小时3分，返程全程6小时5分。

目前， 长沙前往潮汕地区没有高铁通
行，只有一趟普铁列车开行，需在火车上住
宿一晚，全程需16小时37分。高铁直达列
车开通后，车程缩减了约10个半小时。

记者了解到， 今年是长沙南站开通运
营10周年，目前长沙可高铁直达全国23个
省份和香港特别行政区。

11日起，长沙可高铁直达汕头
全程约6小时，比普铁车程缩减约10个半小时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罗坤 ）湖南圆满完成国庆70周年
重大活动保电任务。今天，国网湖南省电
力有限公司发布消息称， 国庆长假期间
累计投入保电人员3万余人次，出动抢修
车辆7000余台次，处置各类缺陷故障317
处，实现设备零故障、客户零闪动、工作
零差错、服务零投诉，确保湖南电网安全
可靠运行。

保电期间， 各地电力部门深入活动会
场、新闻媒体、商贸场所、知名景点、交通枢
纽、 供水供气等重要保供电单位现场落实
保电措施； 对省内188座35千伏及以上变
电站恢复人工值班；对3104处重要输电线
路、电缆通道进行人工蹲守，严防外力破坏
等事件。同时应用了多种科技手段，依托视
频在线监测装置、巡视机器人、无人机等智
能装备，有序开展保供电工作。

圆满完成国庆保电任务
投入3万余人次，出动抢修车辆7000余台次

湘江欢乐城
进入扫尾施工

10月9日，长沙湘江
欢乐城冰雪世界项目建
设工地，工人趁着秋高气
爽的好天气加紧施工。目
前，该项目整体工程已进
入扫尾施工，预计年内开
园迎客。该地曾是废弃的
深坑，通过生态修复和开
发建设并举，将打造成为
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冰雪
与水结合的“两型”主题
乐园。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李宁
记者 鲁融冰 ）日前，从2019北京世园会
上传来好消息，经过3轮严格评审，由桃
花源旅游管理区策划运营的湖南展
园———“湘遇·桃花源”以单项最好成绩，
获得世园会组委会展区特等奖和展园金
奖。

湖南展园以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述
的“世外桃源”真迹地———中国桃花源为原
型，由多个创意主题精品园艺串连，打造出
沉浸式游园体验，并结合装置艺术、主题展
演等，提升展园整体形象。同时，运营单位
开展了一字万金征上联、 桃花源乡村合伙
人招募、渔樵耕读主题展演等活动，得到游

客们积极参与和好评。
在现场评审会上，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

会（AIPH）主席伯纳德·欧斯特罗姆盛赞湖
南展园。他表示，在世园会舞台上，湖南展
园向全世界不仅展示了湖南唯美的园林艺
术与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展现了湖南文旅
融合发展取得的成就。

据悉，2019北京世园会是继1999年昆
明世园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之后， 我国
举办的级别最高、 规模最大的专业类世博
会，吸引全球11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
开园期间接待各类入园参观人数达934万
人次，会期共举办3284场中西交融、精彩
纷呈的文化活动。

“湘遇·桃花源”
获北京世园会展区特等奖和展园金奖

荨荨（上接1版③）
此次全国油茶产业创新发展大会以

“油茶之都、千年耒阳”为主题，包含五大主
体活动和五大配套活动。主体活动包括：开
幕式暨油茶文化展演； 油茶产业创新发展
论坛；油茶产品及艺术文化体验展；现场参

观耒阳“神农国油”油脂加工厂、神农汤泉
油茶庄园等；2019油茶化妆品科技论坛及
招商签约活动。配套活动包括：油茶电子博
物馆等揭牌仪式；乡村趣味运动会；千人共
品油茶宴；共绘百米油茶主题书法长卷；参
观古法压榨技艺。

权威发布

洞庭安澜有君伴
荨荨（上接1版②）
他指导的烂泥湖垸羊角村险段除险加固

工程防渗墙方案， 让工程总投资减少了近
1500万元，安全也有保障。

他参与和主持过500多场次治湖工程技
术方案审查， 从已经完工的工程来看， 科学
性、合理性全部“过得硬”。

余元君经常对洞工局的青年同志说：“希望
每一个业务人员都能独当一面，成为‘湖里精’。”

他一直要求下属将时间分为四份： 一份
处理日常工作，一份进行巡查调研，一份用来
钻研业务，一份全面了解洞庭湖。

与余元君共事20多年的洞工局副局长向
朝晖说：“余元君平时说话不多， 但面对年轻
人的请教，他总是不厌其烦，耐心讲解，直到
他们把问题一个一个全部搞清楚。”

为帮助青年同志尽快成长， 余元君参与
制作了六集专题片《八百里洞庭》，生动讲述
洞庭湖作为湖南的母亲湖、长江的调蓄湖、全
国的生态湖独有的水域经济和社会地位，引
导大家认识洞庭湖的历史变迁和治理现状，
思索未来的洞庭湖该向何方。

2017年9月，湖南开展河道修防工职业技
能培训。余元君任培训总负责人，在野外亲自
操作、示范，并选拔人才、组织队伍参加全国
河道修防工竞赛。最终，湖南3位选手全部进
入全国前15名，受到水利部充分肯定。

2018年12月，余元君在给同事们上党课时
说：“作为‘洞庭人’，作为共产党员，要为洞庭湖
谋长远，功成不必在我，但建功必须有我！”

身为洞工局总工程师，余元君这些年来先
后主持了洞庭湖区数百个项目的技术评审和

招投标工作，经手的资金、签下的合同达百亿元
之巨，只要违心点一下头、签一个字，就可以一
夜暴富。但常在“湖”边走的余元君，硬是没打湿
脚，始终坚守底线、守身如玉，从未有一例违反
党风廉政建设的举报和负面反映。

这么多年来， 也没有一位亲属朋友从余
元君手里承揽过工程。余元君出身穷苦农家，
兄弟姐妹9个，他是唯一有公职的。如今，他的
几名兄弟姐妹仍在农村，家境也都不宽裕。

2019年1月19日下午，因连续多日高负荷
工作， 余元君在洞庭湖水利工程施工现场殉
职，年仅46岁。

他的妻子黄宇参加“最美奋斗者”表彰大
会无比感动，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丈夫
和其他奋斗者顽强拼搏、不懈奋斗的精神，不
仅会鼓舞她化悲痛为力量， 也鼓舞更多的人
奋发向上，为祖国的繁荣、人民的幸福，在自
己的岗位上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