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端”畅游 7月27日，游客在张家界天门山景区盘龙崖玻璃栈道上游玩。夏日时节，该景区壮美的云海景观和清新的自然环
境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乐享夏日清凉。 邵颖 摄

邮发代号 41-1 邮编：410005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0731）84329777 本版责编 李军 版式编辑 刘也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HUNAN RIBAO

庚子年六月初八

第25611号

2020年7月

星期二

今日12版

28 习近平将在亚洲基础设施
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
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宣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将于7月
28日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开幕式上致辞。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7月21日至27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
组来我省开展脱贫攻坚督查。今天下午，脱贫攻
坚汇报会暨督查情况反馈会在长沙召开。督查组
组长、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戴东昌反馈督查情况，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作表态讲话，省委
副书记、省长许达哲汇报我省脱贫攻坚有关情况。

督查组副组长、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赵争平，
省领导乌兰、张剑飞、隋忠诚，以及督查组成员出
席。

在湘期间，督查组深入凤凰县、炎陵县，通过
明察暗访，查阅相关材料，与广大干部群众进行
交流访谈，实地检查我省脱贫攻坚工作。

戴东昌指出，湖南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
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坚决扛起精准扶贫首倡地政
治责任，狠抓责任落实、政策落实、工作落实，统
筹疫情防控和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各项工作，取得
了显著成效；高度重视中央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
反馈问题整改工作，省市县乡村一体联动，各项
整改举措落实到位，取得了实质性成效。下一步，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持续发力推动各项整改
举措全面落实到位，坚决克服疫情汛情带来的不
利影响，全力加快扶贫项目建设，用心用情、精细
精准帮助贫困群众补损增收，坚决完成决胜脱贫
攻坚各项目标任务。要进一步壮大扶贫产业，完
善带贫机制，稳定脱贫成果，促进农村经济可持
续发展。要持续加强对扶贫干部的关怀激励，加
强村级党组织、村干部能力建设和作风建设，打
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
伍。要做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统
筹做好脱贫监测户和边缘易致贫户的跟踪和帮
扶，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进一
步提升贫困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为建立解决
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打好基础。

杜家毫指出，督查组此行既是对湖南脱贫攻
坚工作的监督检查，更是帮助我们查漏补缺、解
决问题、巩固成效。我们要以此次督查为推动，对
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国务
院脱贫攻坚决策部署进行再学习、再对标、再落
实，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顽强斗志攻克贫困最
后堡垒，以全面小康不落一人的实际成效兑现向
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兑现向三
湘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要在前段扎实开展脱贫

质量“回头看”基础上，对照“一超过两不愁三保
障”要求和督查反馈指出的问题，坚持新老问题
一起改，迅速落实整改责任、细化整改措施、明确
整改时限，确保整改到位；坚持以点带面、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即知即改，全面补齐短板弱项，以
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具说服力的成效取信于民。
要切实克服疫情和汛情影响，持续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之
以恒抓党建强作风，继续压紧压实“五级书记抓
扶贫”的政治责任，持续推动尽锐出战，关心关爱
扶贫干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形成上下联动促
攻坚、条块结合抓落实的合力，始终让党旗在扶
贫一线高高飘扬，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许达哲在汇报时表示，今年以来，我们在严
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如期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不动摇，高度聚焦、高效组织、尽
锐出战，各项工作按既定部署扎实有效推进。下
一步，湖南将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
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坚决落实督查组要求，
持续抓好问题整改，坚决做好克服疫情汛情影响

“加试题”，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持续加强脱贫攻坚作风建设，确保如期高质量打
赢脱贫攻坚战，向党和人民交出优秀答卷。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督查组
向湖南省反馈脱贫攻坚督查情况

戴东昌反馈督查情况 杜家毫主持并作表态讲话 许达哲
汇报有关情况 赵争平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陈昂昂）今天
下午，省政协召开规范“小店经济”发展微建议办
理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李微微主持会议。

省政协副主席赖明勇，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我省各级政协委员都非常关注湖南“小店经

济”的规范发展，并通过政协云提出了一系列微
建议。李微微在政协云领办了“小店经济”相关微
建议，并多次到扬帆夜市进行暗访调研。委员也
深入省内外多地实地调研，掌握了大量的一手鲜
活资料，对规范“小店经济”发展有了切身的体会
和深入的思考。此外，省政协还通过政协云发布
了“守护城市烟火气”的热点关注话题，共收到微
建议75条、社情民意信息15件。

会上，省直相关部门对“开展小店经济推进
行动”进行了政策解读，并与政协委员、经营户代
表深入互动交流。大家就规范经营管理、加强监

督巡查、维护市容卫生、确保食品安全等方面提
出了意见建议。

李微微指出，“小店经济”是增强城市经济活
力、扩大就业、促进消费的重要方式。要不断提升
规划和管理水平，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引导，
打造“升级版”的“小店经济”；推动“小店经济”与
现代城市发展在理念、管理、服务、体验等方面融
合，助推政府治理能力提升，进一步增强群众的
安全感和幸福感；加强部门间协调合作，形成工
作合力，将碎片化的治理转变为整体性治理的产
业生态全链条管理；要秉持“人民至上”的理念，
给经营者多一些理解、多一份信心，加强正面宣
传、营造和谐氛围，不断提升市场活力和消费动
力，各方共同努力使“小店经济”释放出更大活
力，成为城市靓丽的风景线，成为做好“六稳”工
作、落实“六保”任务的有效举措。

让“小店经济”释放出更大活力
李微微主持召开微建议办理协商座谈会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陈奕樊 通讯
员 周洁）今天下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
次会议在长沙开幕。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莲玉主持
会议，副主任黄关春、杨维刚、王柯敏、周农，秘书
长胡伯俊出席会议。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吴桂英、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文、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叶晓颖列席会议。

本次常委会会议为期 4天，将听取和审议 6
项专项工作报告和1项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审议
1件决定草案、1件决议草案，审议、审查15件地
方性法规草案和人事任免案。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宋智富，
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曾东楼分别作的关于《湖南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办法(草案)》《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办法(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委员余
缨、田福德、赵为济分别作的关于《湖南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办法修正案(草案)》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办
法(草案)》《湖南省现场救护条例(草案)》修改情
况的汇报；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委
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吴秋菊作的关于《〈湖南
省燃气管理条例〉等十件地方性法规修正案(草
案)》议案的说明。 ▲ ▲

（下转2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九次会议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也许是大山的刻意孕育，或是山水的灵性造
就。群山深处的凤凰县山江镇滋长出众多身怀

“履刀”“蹈火”的绝技“大师”，那充满野性的劲悍
之舞，演绎着上刀山、下火海的神奇。

也难以想象，长期被历史烟尘遮蔽的地方，
还有如此重情重义的净土，以歌定情，追逐、张扬

着自由恋爱的真意。
在山江镇上演的《苗寨故事》，在六月六跳花

节，在逢初三初八的山江苗集，我们深深地领略
这块苗疆的浓浓风情。

刀火不入的绝技真实存在
夏日的夜晚，《苗寨故事》如约而至。
神秘的上刀山、下火海绝技登场亮相。刀光

闪闪，烈焰腾腾。刀梯怎么能爬？烧红的铁板怎么
能踩？是不是掩人耳目？

随着紧密的牛角声响起，一个小伙挽裤脱
鞋，身轻如燕，一级级向高达十几米的刀梯顶端

攀援而上。到达顶端后，又在柱头上飞旋起来，赤
脚底的肉皮没有留下丝毫刀伤的痕迹。

地坪上铺排着十块被烧得通红的铁板，铁板
下的纸瞬间被烧成灰，化作一缕青烟。另一位小
伙喝下“巫水”，浑身运气，毫不畏惧地迅速踏上
铁板，停留了大约2秒。只见脚下冒出几颗火星，
但他脚底的肉皮没有留下烧黑的痕迹。

这惊险刺激的绝技表演，神秘无比。用肉
眼看，功夫确实硬扎。记者确认了刀的锋利后，
还是好奇，向上刀山的小伙唐明辉询问其中的
奥秘。

▲ ▲

（下转5版）
（相关报道见5版）

——2020年湖南特色文旅小镇

山江风流

上“刀山”起舞，亦为爱放歌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
今天晚上，省委书记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在长沙与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
杨杰一行座谈，就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达成广泛
共识。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张剑飞参加座谈。
座谈中，杜家毫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

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今年以来，
湖南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防疫防汛两
手抓，复工复产齐推进，“六稳”“六保”守底线，特
别是以 5G、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基建加快
推进，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新经济新业态新模
式和高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主要经济指标由负转

正，经济发展呈现稳定向好态势。希望双方抢抓
机遇、强强联合，共同发力新基建，进一步加强在
5G通信、智能制造、超高清视频、移动电子商务、
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的合作，推动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省委、
省政府将一如既往为中国移动在湘发展创造良
好条件。

杨杰说，中国移动将持续加大在湘投资力
度，加快推进5G等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立
足湖南、面向全国打造移动支付基地，不断深化
双方在大数据、新媒体、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
促进相关高技术产业和新经济新业态发展，为湖
南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

杜家毫许达哲与杨杰座谈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群英
——脱贫攻坚干部考察调研

谱
“扶贫妈妈”晋升“扶贫奶奶”

——记双峰县审计局驻永丰街道松坪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戴庆平 4版

湖南日报记者 邹继红 金中基
曹娴 邹晨莹 彭业忠

在北纬28度的地方，5亿多年地球年轮的
“刻画”，湘楚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数千年的碰撞
与融合，造就了拥有“地球上迷人的风景地带”的
湘西。

7月7日，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来，湘西
地质公园正式列入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名录，成
为我国第 40 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继张家界
之后，我省第二块世界级“金字招牌”。

7 月 22 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
县，惹巴拉土家古寨景区开张营运。走过世界最
长风雨桥，遇见鳞次栉比青瓦木屋，沉浸于浪漫
奔放的摆手舞、茅古斯、打溜子之中……大批

“尝鲜”游客仿佛穿越了时光。“惹巴拉”是土家
语，意即“美丽的地方”。从芙蓉镇、竹山苗寨到
凤凰古城、浦市古镇，处处是景。仅今年端午小
长假就有53万多名国内外游客畅游美丽湘西。

80 年前，沈从文的《边城》中美得让人心
醉的湘西，而今，绿水绕青山，屋角展画意，
百姓绽笑颜。以绿色生态和民族文化为底
色，湘西走出了一条生态发展、旅游富民的
美丽坦途。

濯濯童山蝶变“绿色海洋”
7月初的一天，天气晴好，摄影爱好者龙恩泽

背着相机上山。过去10年间，他拍下了数万张照
片，记录下湘西花垣县团结矿山的惊人巨变。

镜头下，公路蜿蜒如带缠绕，座座青山紧
紧相连。而就在几年前，这里的青山被挖得面
目全非，伤痕累累。

绵延的青山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
源。湘西锰储量居全国第二，有“锰都钒海”之
称。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乱开滥采，让生
态环境急转直下。

老王寨河上游，曾是团结矿山李梅采区。“以
前，河水带着尾砂冲下来，河水泛白；现在你看，
连日大雨，下来的水还是清的。”正当汛期，花垣
县花垣镇党委书记马继国指着河水对记者说。

这种改变是在“锰都”遭受创痛以后。开采
锰矿的岁月，并未让湘西甩掉贫困，反而令青
山失色、绿水蒙污。走过一段弯路后的湘西，痛
定思痛，重新思考发展之路。

“绿色生态和原生态文化是湘西州最大的
优势。”州委书记叶红专说，加大生态建设和环境
保护力度，努力将湘西建成国内外知名生态文化
公园，成为湘西州的战略选择。

▲ ▲

（下转4版①）

画里湘西 梦里乡愁

湘经评

金中基

湘西的美，曾在沈从文的小说里，在黄永
玉的画境中，在宋祖英的歌声里。

如今置身其境，人们无不发出由衷感叹：
这个地方太美了！

湘西美在哪？
美在山。连绵起伏的武陵山脉，如一片绿

海波浪翻涌。若坐车奔驰在高速路上，便似在
大海里航行，车窗外的层层绿浪扑面冲来，仿
佛在碧波荡漾中摇曳。这是奇峰夺翠之美。

美在水。一条条清亮亮的河流，从大山深
处走来，不舍昼夜地向着远方流去。河水清澈

见底，河床的卵石能一眼望见，潭水能照出人
影，风一吹又波光粼粼。这是水光潋滟之美。

山水之美，养眼又醉心。在这山清水秀的
地方，人们居住的寨子房舍亦是一道风景。人
是这美丽景致中活跃的生灵，变成了更为动人
耀眼的色彩，传递着天地一新的人间新气象。

湘西变得更美了!湘西人精气神更足了！
过去大山困住了湘西，贫困笼罩着湘西。

人们“靠山吃山”，砍树挖矿，把青山挖得千疮
百孔，将绿水污染得不堪入目，把美丽打碎在

“无知无畏”之中。拼命想改变命运，却无法摆
脱贫穷，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 ▲

（下转4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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