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烈日下，挥汗奋战

上图：7月17日，新田县龙泉镇石甑源村，电力工人用骡子驮载
水泥、河沙、电力设备等物资到山上电力铁塔施工点。连日来，国网
新田县供电公司塘罗110千伏变电工程施工队员不畏酷暑，利用早
晚时间抓紧施工，以确保该工程如期完成，解决该县南部各乡镇的
生产、生活用电“卡脖子”问题。 刘贵雄 文建军 摄

右图：7月 17日下午，中铁二十五局集团芙蓉路快改涉铁段
项目工程现场，工人顶着烈日加紧施工，力争10月底前实现主线
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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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17日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6月份以来，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紧急行
动、强化措施，国家防总、各有关部门和
单位履职尽责、密切协作，人民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关键时刻发挥突击队作用，
广大干部群众团结奋战，防洪救灾体系
发挥重要作用，防汛救灾工作有序有力
推进，取得了积极成效。

习近平强调，防汛救灾关系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关系粮食安全、经济安全、
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今年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
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防汛救
灾工作十分重要。各有关地区、部门和
单位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放在第一位，采取更加有力措施，切实
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

习近平指出，当前，全国防汛进入
“七下八上”阶段，长江流域中上游地区
降雨仍然偏多，黄河中上游、海河、松花
江、淮河流域可能发生较重汛情，必须
统筹抓好南北方江河安全度汛，加强组
织领导和责任落实，坚持预防预备和应
急处突相结合，加强统筹协调，强化协
同配合，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措施。
各有关地区都要做好预案准备、队伍准
备、物资准备、蓄滞洪区运用准备，宁可
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

会议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今年的
防汛救灾工作，5 月 19 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
有关工作时，要求有关方面高度重视今
年汛期长江中下游汛情，压实防汛工作
责任，克服疫情影响，抢抓水利工程修

复，加强物资储备，组织开展抢险培训
和演习，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还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
示，要求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坚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防
汛救灾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压实
责任，勇于担当，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
措施，全力抢险救援，尽最大努力保障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
面落实防汛救灾主体责任，加强领导，
守土尽责，切实把保障人民生命财产
安全放到第一位。要发挥防灾减灾救
灾体制改革优势，各有关方面要加强
统筹协调，发挥各自专业优势，形成省
市间、部门间、军地间、上下游、左右岸
通力协作的防汛救灾格局。要把责任
落到防汛救灾全过程、各层级，到岗到
人，落实汛期工程巡查防守责任制。各

级领导干部要深入一线、靠前指挥、现
场督查，在防汛救灾第一线体现责任
担当，组织广大干部群众众志成城、顽
强奋斗。

会议强调，要精准预警严密防范，
及时准确对雨情、水情等气象数据进行
滚动预报，加强对次生灾害预报，特别
要提高局部强降雨、台风、山洪、泥石流
等预测预报水平，预警信息发布要到村
到户到人。要强化重要堤防、重要设施
防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巡堤查
险，发现险情及时抢护，确保重要基础
设施安全。要全力抢险救援救灾，对各
类抢险救援力量，要统一调度、提前预
置、快速出动、高效救援，努力将各类损
失降到最低。要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抢
险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避免疫情出现反弹。 ▲ ▲

（下转2版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部署防汛救灾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记者 贺佳）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
省政协党组关于“湖南政协人助力巩固
脱贫成果万户帮扶行动”和省委统战
部、省工商联关于我省民营企业参与

“万企帮万村”活动助力脱贫攻坚有关
情况汇报，审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
见》。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政协紧扣脱
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既协商又监督，
既献计又出力，为我省打好脱贫攻坚战
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政协委员用心用

情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彰显了新时代
“责任委员”的风采。正在开展的“万户
帮扶行动”充分彰显了政协组织的独特
优势。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委政协
工作会议精神，认真总结政协助力脱贫
攻坚的工作经验、生动故事和先进典
型，提炼形成制度化做法，在参与扶贫
中加强对委员的思想政治引领，为我省
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进而迈向
乡村振兴继续建言资政、凝心聚力。要
发挥好政协团结统战功能，更广泛地凝
聚起全社会参与扶贫、助力脱贫的共
识、智慧和力量。

会议指出，近年来，省委统战部、省
工商联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人才荟萃、联
系广泛的优势，广大民营企业、非公经
济人士助力脱贫攻坚取得明显成效。要
持续深化“万企大走访、同心促发展”活
动，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见效，帮助企业
破解发展难题，让企业在帮扶困难群众
中实现双赢发展、共同发展。要进一步
加强动员引导，创新帮扶形式，聚焦重
点贫困地区，精准落实到村到户到人，
不断提升活动覆盖面、参与度、实效性。
对在“万企帮万村”行动中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和好的经验做法，要加大宣传和

表彰力度，真正让参与其中的企业及企
业家在政治上有荣誉、社会上受尊重。
省直有关部门要对产业扶贫项目、“统
战扶贫车间”等给予政策扶持。

会议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要按照中央
有关部署要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理顺管
理体制，创新运行机制，强化监督管理，
完善政策支撑，加快建立分类科学、布
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要扎实推进南山国家公园
试点，积极稳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
做好全省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优化，坚
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妥善做好专项
规划、范围和功能区调整、勘界立标、
分区管控等工作，大力推进生态环境
问题整改，维护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
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各级党委政府
要切实担负起自然保护地建设管理的
主体责任，人大要全程参与自然保护
地相关立法及范围划定等工作，林业
部门要担负直接管理责任，省直相关
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形成齐抓
共管的工作合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全省政协、统战、工商联系统助力脱贫攻坚有关情况汇报
审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实施意见》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面对今年以来的洪涝灾情，全省上
下迅速行动，迎难而上，积极开展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将灾害影响和损失降到最
低。通过精准救助，有效保障了受灾群众
的基本生活需求，筑牢了防灾减灾救灾
的“前沿阵地”。

截至 7 月 15 日，今年以来，全省 14
个市州、117 个县（市区）585 万余人受
灾，直接经济损失 119 亿元。其中，农作
物受灾面积 558 千公顷，水产养殖受灾
面积76.73万亩。

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全省 32条国省
道 55 处路段，197 条农村公路 248 处路
段因水毁发生交通中断，高速公路 378
处路段出现水毁情况。一批通信基站、水
利工程等设施遭受损失。

洪涝灾害频次高，受灾面广、损失
大。全省上下众志成城，积极做好防汛抗
灾工作。6 月 28 日以来洞庭湖水位全面
超警，湖区各地闻“汛”而动，每日有近
20万干部群众在千里水线上巡查防守。
7 月 8 日，省防指派出由 23 个成员单位
领导带队的工作组赴洞庭湖区联点县

（市区），重点督导巡堤查险、抢险救灾工
作，确保万无一失。

灾害无情，人有情。面对灾情，全省
各级迅速行动开展救灾工作。

省应急管理厅、省减灾委办分别于6
月 9 日、6 月 24 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Ⅳ
级应急响应，7 月 9 日提升至Ⅲ级，并派
出 20 多个救灾工作组赶赴一线查灾核
灾，对受灾开展群众救助，指导灾后恢复
重建工作。 ▲ ▲

（下转2版②）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精准救助，我省筑牢“前沿阵地”

湖南日报7月 17日讯（记者 彭雅
惠 黄利飞）今天，省统计局公布上半年
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数据显示，上半年我
省地区生产总值（GDP）19026.4 亿元，
同比增长 1.3%。比一季度回升 3.2 个百
分点，全省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经济发展大局稳定。三次产业全部
实现正增长，其中，第一产业同比增长
2%，第二产业同比增长 1.6%，第三产业
同比增长 0.9%。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回
升态势明显，农林牧渔增加值增速比一
季度回升4.9个百分点；规模工业增加值
连续 4个月保持 4%以上增速；服务业运
行加快好转，规模以上服务业1至5月营
业收入降幅比一季度收窄7.1个百分点。

市场信心逐步改善。全省固定投资

同比增长 4.7%，比一季度提高 8.7 个百
分点，恢复性增长明显；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突破7000亿元，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4.9 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持续向好；招商
引资稳中有进，实际使用外资、实际到位
内资均较快增长。

基本民生保障有力。全省新增城镇
就业 34.53 万人，就业形势总体平稳，扶
贫、住房保障、卫生健康、社会保障等民
生工程投资同比增长 12.1%，各项重点
民生实事均稳步推进。

总的来看，上半年我省经济逐步克
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主要经济指标
持续改善，经济运行呈恢复性增长和稳
步复苏态势，发展韧性和活力进一步显
现。 （相关报道见2版）

克服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经济增速由负转正

湖南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3%

湖南日报记者 陈薇 唐亚新 张颐佳

盛夏的长沙活力四射，坐落浏阳河
畔的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园区
也在拔节生长，日新月异。

380 米星城光塔、芒果马栏山广
场、聚恒集团总部等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朝正路、文创路、金鹰路等“三纵三
横一环”路网骨架基本形成；区域能源
站、电力隧道、马栏山公园、“空中巴士”
小运量等项目在快马加鞭推进……

作为长沙最年轻的省级园区，马栏
山（长沙）视频文创产业园的发展正步
入“快车道”。为进一步优化马栏山视频
文创产业营商环境，提升涉及马栏山（长
沙）视频文创园新闻出版、版权、电影、文
化旅游、广播电视行政审批效能，更好地
服务企业，助力园区建设，7月16日，由
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牵头组织的
文化行政管理审批和服务工作恳谈会在
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园召开。

在恳谈会中，来自马栏山文化创意

投资有限公司、中广天择、笨狼文化等
15家园区企业代表与省市两级宣传、文
旅、广电、新闻出版、版权、电影等部门相
关负责人进行“零距离”交流。会议现场，
各级职能部门负责人聆听企业心声，认
真记录企业需求，回应企业问题与建议，
争取为企业搭建一条绿色通道。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省委宣传部、
省新闻出版局牵头省市相关部门起草
了《关于提高行政审批效能优化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营商环境的若干措施》

（讨论稿），目前正在进行意见征求，完
善后将正式下发。创新服务手段、提升
服务效能、简化审批程序、精简申报材
料、压缩审批时限、优化监管环境、畅通
政企沟通渠道……这一条条措施，既是
企业家们的心声，也体现了省委、省政
府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为营造最优的营商
环境，省市两级政府进一步优化“放管
服”举措，提升行政审批服务效能，将涉
及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的省级 11项文化
类行政审批事项全面实行“一站式”服
务和“容缺审批”制度，将原市属的 28
项行政审批权限全部下放到了马栏山
视频文创园。

▲ ▲

（下转3版）

优化文化“放管服”助推文创马栏山

云雾萦绕
峰林间

7月 17日，张家界武陵
源十里画廊景区，雨后出现
壮丽的云海景观，云雾萦绕
在峻峭挺拔的山峰之间，宛
如一幅水墨画卷。吴勇兵 摄

湖南日报7月 17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谷平华 陈伟）日前，省委办
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湖南省数字乡
村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 年）》（以
下简称《行动方案》），要求全省各地区各
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2 年，数字
乡村建设取得明显成效。4G网络实现自
然村（20户以上村民小组或聚居寨）全覆
盖，5G应用更加普遍，自然村（20户以上
村民小组或聚居寨）光纤通达率达到
70%，有条件的农村具备100兆以上接入
能力，有线广播电视网连通所有行政村。
推动农业物联网应用，打造数字农业产业

新优势。“互联网+政务服务”实现省、市、
县、乡、村五级全覆盖，建成一批特色乡村
文化数字资源库。网络扶贫行动向纵深发
展，信息化在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中的作用
显著。惠农服务体系日益完善，乡村治理
能力明显提高，城乡“数字鸿沟”逐步缩
小，形成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行动方案》强调，将重点抓好任务
落实，包括完善支撑数字乡村发展的基
础设施，加快布局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的先导产业，优化信息惠农的服务体系，
进一步提升数字乡村的治理能力，消除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数字鸿沟”，激
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

▲ ▲

（下转4版）

湖南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方案出台
到2022年，4G网络实现自然村全覆盖，5G应用

更加普遍，形成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湖南日报7月 17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雪）今天晚上，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达哲在邵阳主持召开部分市长座谈会，
分析上半年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重点
任务。他强调，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努力夯实经
济发展基础、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确保完成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
小康目标任务。

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出席。
座谈会上，邵阳、衡阳、永州、娄底 4

市市长先后汇报了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
及下半年工作打算。听取大家发言后，许
达哲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工作成效，他指
出，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企稳回升态势
明显，基本民生保障有力，社会发展大局
稳定。下半年，要保持定力、精准施策，力
争取得更好发展成绩。

许达哲强调，要统筹好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和效
益。坚持质量第一、安全至上、生态优先、
创新为要，发挥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
车”作用，做实做优做强振兴实体经济，
持之以恒推进科技创新，促进制造业转
型升级，促进生产性服务业迈向专业化、

价值链高端，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要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关
注市场主体的生存发展问题，落实中央
和省里的各项惠企政策措施，培育壮大
财税和就业贡献大的企业，坚持银保合
作、银政互动、银税联动，为中小微企业
解决融资难题；抓好保粮食能源安全，坚
持先检后收、优粮优价、应收尽收，做好
早稻收购工作；全面落实稳就业的政策
措施，保住基本民生，落实对困难群体的
兜底保障。要全力以赴决战脱贫攻坚、决
胜全面小康。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
的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
当，解决好“两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饮水
突出问题，确保脱贫质量和成效，提高人
民群众满意度，提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成色。

许达哲强调，要抓好工作统筹，抓紧
抓好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整改落实、长
江流域禁捕退捕、污染治理夏季攻势等重
点工作，切实防控债务、金融风险，统筹打
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攻坚战。
当前，要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村
小和农村教学点建设管理、地方政府债券
管理使用、特色小镇发展等工作，不断提
升老百姓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许达哲主持召开部分市长座谈会强调

努力夯实经济发展基础
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