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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市州巡礼

湖南日报记者 王志红 文凤雏
唐婷 郭云飞 肖欣 杨军

时光的河流弯过益阳，为它戴上一枚闪亮
的徽章：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地标——

上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周立波以故乡益
阳清溪村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山乡巨
变》。小说艺术再现了新中国农村从传统生活
走向现代起点的风云激荡，益阳这片土地所承
载的奋斗与憧憬浓缩于笔底，成为一个时代的
文学象征。

2013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首次提出
“精准扶贫”重要论述，一场深刻改变中国农村
面貌的大变革到来。雪峰山下、洞庭湖畔，一幅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长卷，徐徐展开。

盛夏时节，记者走进这方茶香鱼跃的山水，
探寻这里产业扶贫擎起脱贫梦想的攻坚故事、
决胜之道。

铆定方向，在大山大湖中闯出
扶贫特色路

安化云台山，海拔800米，常年云雾缭绕，
如入仙境。

好山出好茶。大清早，采茶“老把式”邓宏
元就背着背篓上了山。

“以前茶叶价格贱，没人要，没想到，现在成
了‘摇钱树’。”望着眼前碧翠的茶园，65岁的邓
爹爹笑得爽朗。在茶园打工有收入，土地流转
给镇里茶业公司有租金，邓爹爹全家脱贫，日子
在氤氲茶香中有了更多盼头。

笑颜背后，链接的是益阳以产业扶贫引领
脱贫攻坚的坚实之路。

曾经，摆在农业大市益阳面前的脱贫任务
艰巨：全省6%的贫困人口在益阳，安化县列入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脱贫攻坚，益阳如何奋起作为？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

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
出路。”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述，为益阳脱贫
攻坚指引方向。

“背靠雪峰观湖浩，半成山色半成湖。”传统
鱼米之乡益阳资源丰富，有山有湖有茶有鱼。
如何唤醒沉睡的资源？考验着决策者的智慧与
定力。

以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创建和全省现代农
业改革试验市建设为动力，益阳全面实施现代
农业“131”千亿级产业工程，做足做活特色农业
大文章，因地制宜实施“一县一特色、一片一产
业”，构筑产业扶贫“主支撑”。

大山坚韧、大湖壮阔，大山大湖赋予益阳人
惯经风浪而又百折不挠的品格。牢牢扭住产业

扶贫“牛鼻子”，铆定方向坚定前行，益阳闯出一
条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扶贫之路。

安化黑茶、南县稻虾、桃江笋竹、沅江芦笋
芦菇、赫山有机大米、资阳休闲食品、大通湖生
态养殖，7个县市区个个亮出特色产业，形成绿
色品牌，一大批优质农产品走出国门，助力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

变“输血”为“造血”，益阳70%以上的贫困
群众主要依靠优势特色产业带动实现脱贫，贫
困人口从38.8万人降至1.35万人，贫困发生率
从9.9%降至0.35％，297个贫困村全部出列，深
度贫困县安化于2019年脱贫摘帽。

产业促民富，山乡又巨变。7月下旬，由省
委书记、省长带队的全省产业项目建设观摩团
走进益阳，感受产业发展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
刻变化。

滴水石穿，精耕产业“沃土”结出
致富“金果”

秀美的南洞庭湖碧波荡漾，芦苇青青，一派
勃勃生机。沅江市胭脂湖街道胭脂湖村贫困户
谢赛群望“芦”欢喜：芦苇垛上长出鲜嫩味美的
芦菇，刚上市就销售一空、供不应求。

一根芦苇知兴衰。有“亚洲第一芦苇场”之
称的沅江，芦苇造纸业曾经辉煌，带来经济效益
的同时也带来乌黑浑浊的工业废水。造纸业全
面退出后，一苇如何“渡江”？

“再也不能走污染的老路！”沅江打响一场
供给侧改革的硬仗，苦寻芦苇产业转型之路。
早些年推动芦笋产业发展，进而探索利用芦苇
作基质种植芦菇，一个百亿级新产业加速培育
中，带动数千贫困户增收，浩荡芦苇丛中“破土
而出”一条生态产业扶贫之路。

“一县一特色、一片一产业”，说易行难，凝
结着艰辛的探索。

上个世纪 90 年代，南县开始探索稻田养
虾，但虾苗投下去却收获无几。农业专家与当
地农民长期监测，多年疑惑终于解开了。原来
幼虾蜕壳时，很容易被青蛙、水蛇吃掉。为了保
护这些“虾宝宝”，南县改造低洼稻田、调控水
深、防治敌害……摸索出一套成熟的养殖模式。

2015年，南县将稻虾产业明确为全县贫困
户脱贫致富主导产业。短短几年，南县小龙虾、
虾稻米在全国迅速“蹿红”，“C位”出道闯出大
天地，综合产值达150亿元，带动全县60%以上
的贫困人口参与，“一亩稻虾助一人脱贫”。

占益阳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一半的安
化，脱贫攻坚之路更写满了锲而不舍的奋斗。

安化种茶历史跨越千年，顶着历史荣光的
安化黑茶却在很长时间内陷入散、乱、小的困
境，农民宁愿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种茶。

安化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寒山区，这里
正是黑茶主产区。脱贫还得“靠茶吃茶”，振兴
黑茶，安化产业扶贫才有“主心骨”。

举全县之力培育，安化黑茶产业一路高
歌猛进。2019年，安化位列中国茶业百强县第
1位,综合产值突破220亿元，带动近10万贫困
人口脱贫增收。

“滴水石穿、久久为功。”益阳市委书记瞿海
说，益阳下足绣花功夫，一张蓝图干到底，深耕
产业扶贫“沃土”，结出了脱贫致富“金果”。

“四跟四走”，贫困户嵌入产业链
拔穷根奔小康

清晨 5 点，南县溢香园粮油有限公司稻虾
养殖基地里，虾跃人欢。

▲ ▲

（下转3版①）

山乡巨变画卷新
——益阳市产业扶贫一线报告

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8月5日，国
家主席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
爆炸事件向黎巴嫩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习近平在慰问电中指出，惊悉贵国
首都贝鲁特发生重大爆炸事件，造成大
量人员伤亡。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

国人民，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对遇难者
表示深切的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
致以诚挚的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习近平就黎巴嫩贝鲁特发生重大
爆炸事件向黎总统奥恩致慰问电

湖南日报评论员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
的运动。”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
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
相结合而不断形成新理论、开创新境
界、指导新实践的历史。《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集中展示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指导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胸怀“两个大局”、推进“两个革
命”，奋力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
征程的权威著作。

思想的伟力，源于丰富生动的现实
生活，体现于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现
实场景。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外形势
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特别是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冲击，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地

缘政治风险上升，我国发展既面对着一
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也面临着
自身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
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形势环境变
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
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
未有。越是艰难处，越是修心时；越是
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从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汲取政治力
量、思想力量和实践力量。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生动
记录了习近平总书记领导全党科学判
断形势变化，有力应对来自各方面的风
险和挑战，在极为复杂的情况下妥善处
理和解决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许
多重大问题的伟大实践：无论是坚持和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完善和发展国家治
理体系，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战脱贫攻坚；无论是推动全面深化改
革实现新突破、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还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高保障和
改善民生水平；无论是建设世界一流军
队，还是落实国家总体安全观；无论是
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还是促
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无论是全方位推
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还是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等，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
种种现实之问，都能从《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三卷找到清晰的答案、方法与
路径。

学而后方知，知而后必行。深学悟
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就应当
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方法，转化成应对风险挑战、推动事业
发展的治理能力和工作水平。▲ ▲

（下转3版③）

学而后方知，知而后必行
——二论学深悟透《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刘燕娟）根据省
委要求和省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的部署，近日，
省委巡视组全面反馈了十一届省委第八轮巡视
情况。省委巡视组组长传达了省委书记杜家毫
关于巡视工作的讲话精神，并就抓好巡视整改
工作提出要求。

今年4月至6月，十一届省委第八轮对26个
县市区开展了常规巡视。巡视组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
实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和全国巡视工作会议精
神，坚守政治巡视定位，认真履行“两个维护”根
本任务，聚焦“四个落实”，坚持人民至上，强化
政治监督，推动了中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落
实落地，特别是把立行立改、边巡边查、信访交
办、跟踪督办贯穿巡视全过程，发现了一些突出
问题，推动查处了一批典型案件，促进解决了一
些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政
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

反馈中，巡视组指出了被巡视单位存在的突
出问题。主要是，有的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够，贯彻落实中
央、省委重大决策部署不够有力；有的全面从严治
党主体责任未压实，监督责任履行不到位，乱发滥
补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屡禁不止，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依然存在；落实新时代党的组
织路线有差距，民主集中制执行不严，选人用人和
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三超两乱”整治不力，有
的党员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平台公司、工程建设等
领域问题较多，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对上轮巡
视、审计和主题教育整改不力。巡视中还收到反
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有关规定转纪
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等有关方面处理。

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对省委巡
视组指出的问题，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落实整改主体责任，认真履行第一责任
人责任，深刻剖析问题根源，周密制定整改方
案，建立健全整改机制，将实实在在的整改成效
转化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快改革发展的不
竭动力。 （详见3版）

省委巡视组全面反馈
十一届省委第八轮巡视情况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曹娴）8月3日
至4日，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湖南调研臭
氧污染防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推进疫情防控、经济
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夏季臭氧
污染防治攻坚战，圆满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阶
段性目标任务，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交上满意
答卷。副省长陈飞参加调研。

近年来，臭氧污染问题已成为改善环境空
气质量的突出短板，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形
成臭氧的重要前体物。调研期间，黄润秋围绕
工业涂装、包装印刷等重点行业，前往湘潭、株
洲、长沙的工业园区、企业集群和典型企业，实
地查看VOCs无组织排放控制和治理设施运行
情况，询问治理效果，检查台账记录。

黄润秋指出，夏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是
打赢蓝天保卫战的关键，务必打好打出成效。
一要坚定信心决心，把 VOCs 治理作为推动臭
氧与细颗粒物（PM2.5）协同控制的重要手段，
更加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做到

“五个精准”（问题精准、时间精准、区位精准、对
象精准、措施精准），实现 VOCs 排放有效削减
和臭氧污染有效防控。二要充分发挥科技支撑
作用，加大研究力度，逐步更新VOCs污染源清
单，让工作有抓手、执行有目标。三要全面加强
VOCs综合治理，大力推进低（无）VOCs含量原
辅材料生产和替代，全面加强无组织排放控制，
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四要完善监测监控体系，
加快建立完善环境空气 VOCs 监测网，强化污
染源VOCs监测监控。五要加强对企业帮扶指
导，开展“送政策、送技术、送服务”等活动，引导
企业自觉守法，树立减排 VOCs 就是增效的理
念。

黄润秋对湖南为打赢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尤其是蓝天保卫战付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他指出，2020 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
年，打赢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是各级党
委、政府和生态环境部门的政治责任和重大任
务。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解
决好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确保完成“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各项目标
任务。

坚决打好夏季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
黄润秋来湘调研臭氧污染防治工作

6月30日，安化县马路镇云台山顶，标准化的生态茶园与远山、云海、绿树相互映衬。目前，茶
产业已成为该县脱贫攻坚的重要支柱产业。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
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赴花垣县，走访中央
交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所涉企业，现场督办问题
整改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扛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痛下
决心、较真碰硬、拉条挂账、举一反三，保质保量
完成中央交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任务。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州委书记叶红专，省政府秘书长王群参加。

在花垣县，许达哲一行先后前往湖南太丰矿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南三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花垣文华锰业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14年关
停退出），现场检查督办危险废渣处置等问题整
改进展情况。许达哲要求企业切实担负主体责
任，不折不扣落实整改任务，加强内部管理、推动
转型升级，确保环保安全、生产安全。

随后，许达哲同省直相关部门和湘西州、花
垣县主要负责同志座谈，听取下一步整改工作
汇报。许达哲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成色

高不高，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我们要
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把抓好中央交办突出生态
环境问题整改，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
要内容，作为检验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试金
石”，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确保
问题整改清零。

许达哲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切实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落到实
处，严守生态底线，把湘西州建设成三湘大地的
美丽花园，把花垣建设成湘西州的美丽花园。
要坚决落实整改责任，切实担当起属地责任，强
化组织领导，督促落实企业主体责任。省直相
关部门要加大支持指导力度，密切配合当地加
快整改。要痛下决心、依法科学整改，依法依纪
追责问责，科学论证和完善整改方案，确保整改
工作有力有序进行。要较真碰硬、坚决整改、一
抓到底，决不能有任何侥幸心理，坚决把问题核
实清楚、处置到位，并举一反三、加强监管，坚决
杜绝虚假整改。

许达哲赴花垣督办中央交办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工作

痛下决心较真碰硬
坚决完成整改任务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昂昂

“回望政协助力脱贫攻坚这5年，我们走得坚定、执着，
付出了心血和汗水，收获了感动和喜悦。”在今年6月23日
召开的省政协常委会议上，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回顾全省政
协系统5年来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历程时，饱含深情地说。

5年来，湖南省政协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号召，围绕
助力脱贫攻坚这一长期性、战略性部署，举政协全力，做到
主题不变、镜头不换、力度不减，以钉钉子的精神助推国家
脱贫攻坚政策落实落地，真正做到了党委有号召、政协有响
应、委员有行动,为我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了积极贡献。

聚焦重点，精准建言
2016年以来，省政协一年一个重点，先后聚焦“扶贫

政策落实与完善”“教育扶贫”“产业扶贫”“医疗卫生扶
贫”“社会保障兜底扶贫”等议题开展重点履职，助推“五
个一批”等脱贫攻坚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围绕这些
议题，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联动深入开展调研，召开专
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协商，向省委、省政府报送建议案，
提出对策建议。

2018年，围绕“更好推进我省产业扶贫”，省政协坚
持省市县三级政协联动，调研、协商、监督一体推进，深
入武陵山、罗霄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从推进产业扶贫
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对策建议。建议案得到省
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要求相关部门认真研究、
积极采纳政协的意见建议。

今年，围绕“落实社会保障兜底扶贫政策，建立解决
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主题，省政协调研组提出启动
建立统一的扶贫大数据信息平台，实施分类差异化保障、
加大对敬老院和卫生院残疾人托养中心改造力度等22条
具体建议，得到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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