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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颜斌 黄志坚
李毅 李永亮 李伟锋

1965年，井冈山西麓，毛泽东经茶陵、过炎
陵，在此追忆峥嵘岁月，感怀战友忠魂，而后写
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红色基因，代代赓续。
2017年，决战脱贫攻坚号角激荡，湖南省

委书记杜家毫在株洲发出动员令，“要以脱贫
攻坚的累累战果，告慰革命老区先烈英魂。”

株洲，现代化重镇，革命老区热土，正用一
场激越的决战，镌刻红色的传承。

甘洒热血，传承革命意志战斗精神

2019年11月29日，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炎
陵县委书记黄诗燕在脱贫攻坚的阵地上，拼尽
了最后的力气。

青山处处埋忠骨, 何须马革裹尸还。
黄诗燕曾在炎陵县脱贫攻坚动员会上慷

慨明志，“3万多炎陵人为革命献出生命，希望
大家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继续努力。”脱贫攻坚
阵地上的7年多，他无时无刻不在践行。

11 月 29 日晨，黄诗燕不顾劝阻坚持参加
会议：“脱贫攻坚是头等大事，必须参加。”他在
当天的会上，发出了最后一道战斗令。

凯歌方奏，战士魂归。
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970元的炎

陵县，于 2017 年成为全省第一批摘帽的贫困
县；贫困发生率从 2013 年底的 16.57%下降到
2019年底的0.65%，实现高质量脱贫。

就在黄诗燕牺牲的4天前，攸县宁家坪镇
龙田村第一书记吴爱秋，倒在了为村民易地搬
迁奔波的路上。

英雄倒下，战歌未息。
和黄诗燕、吴爱秋并肩战斗的，是殊为庞

大的株洲扶贫干部队伍。黄诗燕、吴爱秋的牺
牲，感动了千万人，也鼓舞着他们的战友。

“脱贫功成，务必在我”，是他们庄严的承
诺。

“甘洒热血，告慰先魂”，是他们不灭的精
神。

这支队伍，为夺取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
利，鞠躬尽瘁。

陈琦是这支队伍里普通的一员，他在茶陵
县虎形村第一书记岗位上已是第四个年头。
从易地搬迁到健康扶贫，从引进企业帮扶就
业，到悉心扶志培养种养大户，一件一件干，一
户一户帮，当初 570 户、1959 人建档立卡贫困
户、贫困人口，如今减少至不到 70 户，生态农
业、旅游休闲等新业态也日渐成熟。

2018年，虎形村成为国务院检查小组认证
的脱贫乡村合格样本，与此同时出炉的，是陈

琦的青丝成雪，和虎形村未来清晰的乡村振兴
之路。

在红色热土上奋斗成长的共产党人，沾染
着这里的气质精神，迸发着别样的气息力量。

甘洒热血，何惧战斗？
2016 年，在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半个世纪

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片圣地，他满怀深情
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依
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
光芒。

井冈西麓，罗霄云中，精神在传承。
红色的基因，从点燃革命薪火的先烈身

上，到肩负使命的当代共产党人血里，永远炽
热滚烫。

传承，是最好的告慰。

重燃战火，闯出高质量的脱贫路径

人到山顶，视野开阔，手搭凉棚，百里花果
茶景观长廊繁花似锦，10万亩山林郁郁葱葱。

与半年前相比，茶陵县万樟园林、国家3A
级旅游景区“中国花湖谷”更美了。

刘祖治10年前途经此地时，完全是另一番
模样：“2008年冰灾后，又起了山火，山上杂草
丛生，老百姓靠山吃山的‘绿饭碗’打翻了。”

在园林绿化行业摸爬滚打了20多年，刘祖
治身价已过亿，2010年，他作出一个大胆决定：
投入全部积蓄植树造景。为“断后路”，他将公
司从县城迁到村里，拟好的土地协议一签就是
35年。

十年育林，换了“山头”。10万亩荒山蜕变
为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周边10多个贫困村的
上万名贫困户捧上“金饭碗”。

贫困户周汉伟因此受益，与人合伙包下14
亩农田培育苗木，每年保底收入15万元，日子
一天比一天好。“刘总的霸蛮，是一种革命战斗
精神。”他感慨道。

株洲茶陵，罗霄之腹，革命之源。1927 年
11 月 28 日，毛泽东在此缔造第一个红色政权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革命路上，5 万茶陵
人血洒沙场。

“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55年前，
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留宿茶陵县委大院。今天，
毛泽东住室的“红楼”外墙上，大红的标语熠熠
生辉、催人奋进。

进入新时代，贫穷是最大的敌人。
作为长株潭地区唯一三类县市区齐全的

市，到2015年，株洲市还有茶陵、炎陵两个贫困
县，全市尚有建档立卡贫困村166个，贫困人口
18.4万。

革命之火重燃湘东。
“脱贫攻坚大战，考验的不仅是战斗意志，

更是战绩智慧。”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介绍，为
了漂亮地赢得这一战，株洲市上下团结奋进、
群策群力，决心走出一条高质量脱贫之路，探
索出了一系列可资借鉴复制、走在全省全国前
列的经验。

使出产业、就业两大“法宝”，鼓起贫困户
的“钱袋子”。1500多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日
渐成熟，带动 2.75 万贫困户、9.36 万贫困群众
参与产业扶贫，人均增收近 2000 元。送岗位
信息到户、送扶贫车间到村等“五送”行动，帮
助63596人贫困劳动力实现家门口就业。

购买贫困地区产品就是扶贫。2015年，株
洲市在全国最早提出消费扶贫概念，探索形成

“四大四升级”的消费扶贫做法。▲ ▲

（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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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慰先烈的决战
——株洲市脱贫攻坚生动实践

7月31日，炎陵县中村瑶族乡平乐村黄桃购销点，村民在忙着分拣黄桃。目前，炎陵黄桃主产
区已全面开园上市销售。“炎陵黄桃”一跃成为国家地理标志特色产品，年产量达到4.6万吨，综合
产值20亿元。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郭立亮 摄

宁心

站在历史的山巅回望，能写入人
类历史的那些伟大实践成就，无一不
源于烛照时代的理论之光。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用理论引领实践，让中
国在历史的脚本里不断续写新的辉
煌，同时又用实践丰富和发展理论，以
划时代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创立
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党的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党和人民开拓进
取、持续奋斗，在实践上又有许多新创
造，在理论上又有许多新发展，先后发
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具
有原创性、时代性、指导性的重大思想
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论创新成
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之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出版发
行。这部著作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020 年 1 月 13 日
期间的重要著作92篇，都是富有独创
性、代表性、标志性的重要文献，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展现了我们
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也彰显了一
个百年大党的清醒和自觉。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是充
分反映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
砺前行伟大实践的最新教材，是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推动工作的最新教材，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
最新教材，是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最新教材。认真学习这部权威著作，
对于我们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深刻把
握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的开阔胸襟和责任担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同时，认真学习这部著作，也有助于我们更
加深切地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强大的战略定力、
高超的治理能力、丰富的政治智慧，更加深切地
感受习近平总书记鲜明的人民立场、真挚的人

民情怀、“无我”的精神境界，更加深切
地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发展重大
问题的睿智思考和独到见解，在学思
践悟中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教材的价值在于学用，理论的价
值在于指导实践。实践证明，凡是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深悟透、贯彻坚决彻底的，站位就
高、眼界就宽、工作就上得去，反之则
会左支右绌，进退失据，跟进不上。认
真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是当前党的理论武装工作的重大战略
任务。中央和省委就此印发了通知，
作出了专门安排。省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先学一步、深学一层，进行了专题学
习，并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迅速掀起
学习热潮，学出忠诚、学出信仰、学出
担当、学出本领。全省各级党组织要
把学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作
为当前紧要的政治任务，原原本本读
原著，扎扎实实学原文，认认真真悟原
理，深刻领会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
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把握其中蕴含的
丰富内涵、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自觉
做到学习跟进、认识跟进、行动跟进。
要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与先
期出版的第一卷、第二卷贯通起来学，
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讲
话指示精神联系起来学，同当前正在
做的工作结合起来学，切实把学习成
效转化为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发
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湖南是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首倡
地。对于湖南的改革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工
作，总书记始终深切关切，厚望殷殷。当前全省
正以“首倡之地”的政治担当，奋力夺取脱贫攻
坚战全面胜利。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干部群众要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和行动自觉，把
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转化为强大动力，把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当作教科书、工具
书、案头书，善于从中找差距、找方法、找路径，
更好地指引推动湖南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不
断凝聚起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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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势而上勇争先，双循环促新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策部署在湖南经济界引发热烈反响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胡信松
刘永涛 周月桂 孟姣燕 曹娴 彭雅惠

既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又部
署了下半年经济工作，还谋划了长远发
展，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我
省经济界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会议不仅立足当前，更着
眼长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会议精

神上来,抓住重点、奋力拼搏，乘势而上
勇争先，力求在稳增长和防风险方面实
现长期均衡；同时化危为机开新局，齐
心协力努力实现“十四五”规划开好局、
起好步。

补短板、锻长板，力促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全球疫情蔓延叠加世界经济衰退，

如何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
力，力促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备受各方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关于“更加注重补短板和锻长板”的

“两板论”提法，让人耳目一新。
“以前我们常说强弱项、补短板，此

次会议强调‘锻长板’，就是要让长板更
强，带动短板一起提质增效。”中联重科
董事长詹纯新表示，危中有机，唯创新
者强。

▲ ▲

（下转3版）

湖南日报记者 刘笑雪 陈勇

“现在办事真方便，不用出村在家里就可把
证办好了。”7月初，蓝山县新圩镇上清涵村的黄
培竹老人，通过村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上门
服务，顺利办理了老年优待证。仅今年4月15日
至7月1日，蓝山县各乡（镇）村（社区）共受理并
办结各类事项2万余件。

蓝山县的生动实践，是“1+5”文件出台以来
我省持续推动放权赋能、优化服务一个缩影。一
年来，湖南各级各相关部门按照“事权匹配”原
则，下大力理顺乡镇（街道）职权事权，持续优化
公共服务。如今，基层事务“看得到的管不到”等
现象明显好转，办事少跑腿已成常态。

为基层放权赋能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道出了基层工

作的复杂和繁重。如何解决？构建简约高效的
基层管理体制是应有之义。

省委编办指导市县积极推进乡镇（街道）机
构改革，加大议事协调机构和挂牌机构清理规范
力度，乡镇（街道）一般按照“6办3中心1站1队”
模式优化机构设置，普遍设立综合执法大队，配
备基本执法力量。除中央和省委明确规定的外，
县直机关派驻乡镇（街道）的机构基本实行属地
管理。

精准为基层放权赋能，明确“权责清单”是突
破口。

去年以来，省政务局制定乡镇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赋权目录、基层公共服务事项目录等 4
张清单，明确乡镇权责事项116 项，向乡镇赋权
52项，梳理乡镇（街道）公共服务事项57项，梳理
村（社区）公共服务事项45项;省民政厅起草了村

（社区）依法自治清单、协助政府工作事项清单、
负面清单，及村（社区）自治公约工作制订规范、

群众自治程序指导规范，同时抽调机关干部和专
家学者30人围绕“1+5”文件贯彻落实情况开展

“百村调研”活动。
省政务局组织指导各地加快编制基层公共

服务（一门式）全覆盖“就近办”清单，亮点纷呈。
长沙市梳理发布《村（社区）高频政务服务事

项指导目录》，将老年人优待证办理、低保对象认
定、就业困难人员社保补贴申领等高频政务服务
事项下沉到村（社区）；岳阳市将103项政务服务
事项下放县乡，122 项便民服务事项下沉到村

（社区）；永州市冷水滩区统一制定村级服务事项
清单、赋权清单、不应由村（社区）出具证明事项
清单………

“下一步，我们将开展‘四张清单’落实情况
‘回头看’，主要是看权力下放基层是否接得住、
管得好，权责是否相匹配，办理流程是否优化，办
事指南是否清晰，有没有清单之外的事项。”省政
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 ▲

（下转2版②）

基层事权相匹配，群众办事更方便

【开栏的话】
基层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重心。2019年7月，省委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及《规

范乡镇(街道)职责权限实施方案》等5个配套文件(简称“1+5”文件)，使基层干事创业迎来了“新风口”。
一年过去，全省各级各部门如何推动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不断提升，基层有了哪些新变化……今天起，
湖南日报推出《强基层见成效》系列报道，集中展示湖南一年来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生动实践、积极成
效，敬请关注。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吕涛）湖南建筑业实现恢复性增长，疫情对行业的
不良影响持续减弱。日前，省统计局发布消息，上
半年，全省建筑业企业完成总产值4656.41亿元，
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升10.2个百分点。

自3月份以来，全省建筑业企业复工复产态
势趋好，到 6 月末行业从业人数达到 204.1 万
人，比去年同期增长1.6%，其中工程技术人员同
比增长2.3%。

就业人数增长推动施工加速，上半年全省
建筑业房屋施工面积566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18.7%，比一季度回升19.9个百分点，其中年内
新开工面积超过1000万平方米。

统计显示，建筑工程是我省建筑业恢复增
长主要支撑，上半年全省建筑工程累计完成产
值4029.21亿元，同比增长7.1%，增速比上一季
度回升10.9个百分点，安装工程产值、其他产值
恢复相对较慢。

湖南建筑业实现恢复性增长
上半年总产值同比增长5.7%，比一季度回升10.2个百分点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
员 何力杰）作为“建筑湘军”的龙头企业，湖南
建工集团近些年加快转型升级步伐，全力打造
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记者今天从湖南建工集
团获悉，目前该集团PC（预制混凝土）构件年产
能已达120万立方米，钢结构年产能达8万吨。

全国第一家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科技创新基
地，3 家湖南省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1 家装配
式建筑技术研究院，5 家专业生产基地……自
2014年以来，湖南建工集团全面铺开装配式建
筑产业布局，在省内拥有PC构件生产线、轻钢
生产线等31条预制构件生产线，完成了逾100
万平方米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逾60万平
方米的装配式钢结构建筑施工，并完成了逾3万
米地下综合管廊构件生产及安装，形成了装配
式建筑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实施能力。

加大科研创新力度，湖南建工集团主编了

湖南省地方标准《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安全
技术标准》《装配式装修技术导则》，参编了国家
团体标准《预制混凝土构件尺寸允许偏差标准》

《预制构件全生命期RFID应用标准》，自主研发
了共轴承插式预制一体化卫生间、“金鳞甲”模
块化单元房、装配式电梯井、装配式管道井、装
配式楼梯间等创新产品。同时，由该集团编著
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施工技术》《装配式混凝
土建筑设计》等专业教材已正式出版，有效助推
我省装配式建筑技术培训。

我省已被住建部树立为全国推进装配式建
筑发展典型省份，并明确提出到今年底，全省市
州中心城市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比例要达到
30%，其中长、株、潭三市中心城市达到 50%。
湖南建工集团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在装配式
建筑技术体系、产品体系、标准体系等方面发
力，全力建设国内领先的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

湖南建工集团打造装配式建筑产业集群
已形成PC构件年产能120万立方米、钢结构年产能8万吨

湖南日报8月2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
员 段嘉欣）日前，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
2019 年湖南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简称“亿
元市场”）共303个，比上年减少6个；商品成交
额4339.08亿元，同比增长7.6%。统计显示，过
去5年我省亿元市场数量虽有所减少，但商品交
易额连续 5 年增长，亿元市场“含金量”持续提
高。

去年，我省商品交易市场实现了质的飞跃，
超大型市场发展迅速，年成交额10亿元以上商

品交易市场有59个，比上年增加3个；年成交额
100亿元以上商品交易市场6个，与上年持平，
但商品交易总额同比增多11.4%。

市场硬件设施建设有所增强，在营业面积
略有下降的基础上，实现市场总摊位数20.65万
个，同比增长2.9%；封闭式、露天式和其他方式
的市场分别为 230 个、24 个和 49 个，封闭式市
场占比近 76%。专业市场占据主体地位，全省
有综合贸易市场122个，商品成交额1842.17亿
元。

▲ ▲

（下转2版③）

“含金量”又提高

我省亿元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7.6%

基层
见成效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