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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共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
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
选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习近平同志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为开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 2020 年 1 月
20 日至 9 月 23 日期间关于统筹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稿 43篇。其
中部分文稿是首次公开发表。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统揽全局、果断决策，领导全党全
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习近平同志亲自
指挥、亲自部署，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并发
表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武汉保卫战、湖北
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全国抗疫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发展重要论述选编》的出版发行，对于广
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有
关重要论述，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做
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奋
力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
攻坚目标任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主要篇目介绍
见2版）

《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重 要 论 述 选 编 》 出 版 发 行

特约调研组

贫困是长期困扰人类的一大难
题，战胜贫困是中华民族的千年夙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持
续向贫困宣战。改革开放使这一宣战
进入新的历史阶段，8亿多农村贫困人
口先后脱贫。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消除
贫困摆在治国理政更加突出的位置，
举全党全社会之力集中脱贫攻坚，其
力度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影
响之深远，前所未有、世所罕见，创造
了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

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掉队，这是
习近平总书记最深的牵挂。脱贫攻坚

以来，总书记顶风雪、冒酷暑、踏泥泞，
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走遍全国14个集
中连片特困地区，先后深入河北阜平
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甘肃渭源县
元古堆村、湖南凤凰县菖蒲塘村、湖南
花垣县十八洞村、河南兰考县张庄村、
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安徽金寨县大
湾村、宁夏泾源县杨岭村、宁夏永宁县
原隆村、青海格尔木市长江源村、青海
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河北张北县
德胜村、山西岢岚县赵家洼村和宋家
沟村、四川昭觉县三河村和火普村、重
庆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华溪村、江西于
都县潭头村、内蒙古喀喇沁旗马鞍山
村、河南光山县东岳村、云南腾冲市三
家村中寨司莫拉佤族村、陕西柞水县

金米村、宁夏吴忠市弘德村等 24 个贫
困村考察调研，推动脱贫攻坚战如火
如荼地开展起来。

在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
下，这些贫困村明确努力方向，鼓足发
展劲头，干群齐心协力，实现了脱贫攻
坚的历史跨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之年，他们又努力克服突如其来
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采取有效措施，
付出艰苦努力，巩固了脱贫成果。他们
一腔腔顽强拼搏的奋斗激情和一个个
战天斗地的脱贫故事，犹如一组组铿
锵的时代音符，谱写了一曲曲领袖与
人民心连心、复兴路上奔小康的激越
赞歌。 ▲ ▲

（下转11版）

铿锵的时代乐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过的贫困村脱贫调查

湖南日报 10月 9日讯（记者 贺
佳）今天上午，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
行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
神。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集体学习并
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省政
协主席李微微作交流发言。

省领导乌兰、傅奎、黄兰香、胡衡华、
谢建辉、张剑飞、张宏森、李殿勋、姚来
英、刘莲玉参加学习或作交流发言。

会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再次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
话精神，部分成员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畅谈了学习体会和工作打算。

杜家毫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首要政治任务
和重大政治责任。要从政治和全局高
度准确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
大意义，立足“两个一百年”把握政治
意义，立足“两个大局”把握战略意义，
立足新发展阶段把握时代意义，立足
发展大局把握实践意义，在前段学习
基础上，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领悟，
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

以“关键少数”示范带动全省广大党员
干部把学习贯彻引向深入，更好推动
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凝心聚力谱写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湖南新篇章。

杜家毫强调，要聚焦习近平总书
记对湖南提出的新定位新目标新要求
狠抓落实，一条条抓细化、一项项促落
地。把闯出新路子体现到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上，聚焦“着力打造国家重要
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
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坚
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创
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全面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持之以恒抓项目、兴产
业、强实体；抢抓获批建设中国（湖南）
自贸试验区机遇，以开放促改革、促发
展、促创新，积极探索形成更多有国际
竞争力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湖南高
质量发展行稳致远。把展现新作为体
现到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充分发挥湖
南制造业门类齐全、科研实力雄厚、科
教资源丰富的优势，在生产、分配、流
通、消费等环节全面发力，加快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把彰显新担
当体现到服务国家战略上，主动融入
中部地区崛起、长江经济带发展，积极
对接西部大开发、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形成
区域发展新优势，努力为全国发展大
局作出湖南贡献、体现湖南担当。把谱
写新篇章落脚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上，把老一辈革命家的优良
传统和革命精神传承下去，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引领湖南改革发展实践，以自我革命精
神抓好党的建设，结合湖南实际不断推
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杜家毫强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
要进一步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在
宣传宣讲宣介上出实招，在深化消化转
化上见成效，带动广大党员干部用心学
进去、用情领会透、用力做起来，切实转
化为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做好“六稳”“六保”工作、打
赢脱贫攻坚战、谋划“十四五”的实际成
效，转化为牢记初心使命、加强党的建
设的具体行动，以实干实绩向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交出优异答卷。

杜家毫主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第三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入
凝心聚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许达哲李微微乌兰等参加学习

湖南日报 10月 9日讯（记者 贺佳
周帙恒）今天下午，追授黄诗燕同志“全
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大会暨黄诗燕同
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沙举行。省委书记
杜家毫、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讲话，
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乌兰、
王少峰、张剑飞、张宏森、黄关春、叶红
专、隋忠诚、戴道晋、彭国甫、许凤元在主
会场出席报告会。

会上宣读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追授黄诗燕同志

“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的决定；炎陵
县委办副主任刘明华，炎陵县人民医院
工会主席、霞阳镇大源村驻村帮扶工作
队队员刘云慧，炎陵县黄桃产业领导小
组办公室副主任谭忠诚，黄诗燕侄儿黄
飞，炎陵县鹿原镇上村村民张连军，炎陵
县广播电视台记者宋金枝等 6位报告团
成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用真挚的情
感、生动的故事、朴实的语言，讲述了黄
诗燕同志扎根基层一线、决战脱贫攻坚
的感人事迹。

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包括黄
诗燕在内牺牲在全省脱贫攻坚战场上的
同志表示深切缅怀，向他们的亲属家人
表示亲切慰问，向广大扶贫干部致以诚

挚问候。他说，黄诗燕同志虽然已经离开
了我们，但他用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人
的初心和使命，立起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
光辉形象。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黄诗燕
同志为标杆，认真学习他对党忠诚、信念
坚定的政治品格，扎根群众、一心为民的
赤子情怀，真抓实干、顽强拼搏的奋斗精
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优良品质。各级
各部门要把学习黄诗燕同志先进事迹作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扎实做好克服疫情
灾情影响“加试题”、加强稳岗就业、禁养
退捕转产帮扶、消费扶贫等工作，一鼓作
气攻下最后贫困堡垒；严格执行“四个不
摘”要求，持续加大产业扶贫力度，加强易
地扶贫搬迁后续帮扶和管理，强化返贫致
贫监测帮扶，抓好“六覆盖”工作，切实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积极探索建立解决相对
贫困问题的长效机制，推动脱贫攻坚与乡
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认真落实省委关于
全面加强基层建设“1+5”文件精神，持续
为基层减负鼓劲，加大对扶贫干部的关心
关爱，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奋力
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湖南新篇章。

刘永富指出，黄诗燕同志始终把脱
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首要责任、第一民
生，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我们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一
心为民的公仆情怀，勤勉务实的工作作
风，永不懈怠的攻坚精神，严于律己的优
秀品质。当前，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决
胜、全面收官的冲刺期，湖南作为精准扶
贫的首倡地，要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确保
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建立健全
防止返贫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做好典型宣传，凝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强大正能量；关心关爱扶贫干部，激发鼓
舞攻坚战士的热情和斗志，用脱贫实绩
告慰牺牲的同志，确保如期全面完成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交出让党中央放心、让
人民群众满意的脱贫答卷。

许达哲指出，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扶贫
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黄诗燕同志为榜样，
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全力
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作出
应有贡献，加快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湖南新篇章。

会前，杜家毫、刘永富、许达哲一行
会见了黄诗燕同志家属及先进事迹报告
团成员。晚上，刘永富、乌兰等与省市县
扶贫干部代表一道，观看了大型史诗歌
舞剧《大地颂歌》。

追授黄诗燕同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大会暨黄诗燕同志
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长举行

以先进典型为榜样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杜家毫刘永富讲话 许达哲主持 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十一”期间，南岳景区游人如织。
在南岳游客服务中心前坪，20 多家扶
贫企业带着上百款扶贫产品前来蹭

“热点”，游客们边玩、边买，将一袋袋
扶贫产品装进背包。

消费扶贫事关贫困群众增收。湖
南通过拓展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助推
扶贫产品销售。截至目前，今年，湖南
已累计帮助贫困地区销售扶贫产品超
111亿元。

线上朋友越来越多，销售
渠道进一步拓宽

“这是大自然的馈赠。”10月2日，芒
果扶贫云超市为隆回县金银花、龙牙百
合制作的宣传片，刷爆了微信朋友圈。

搭建线上平台，销售渠道拓宽。湖
南依托中国社会扶贫网创建省消费扶
贫公共服务平台，建立消费扶贫数据
统计监测机制，统筹全省消费扶贫交
易、信息、统计、考核工作，推动参与消
费扶贫的各类市场主体的需求与贫困
地区特色产品供给信息精准对接，拓
宽销售渠道。

今年 3月 12日，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省商务厅、省扶贫办指导的
芒果扶贫云超市上线后，通过“一键开
店、一键直播、一键到家”方式，帮助贫
困地区销售农产品，“爆款”不断。

6 月 7 日晚，湖南卫视携手芒果扶
贫云超市、拼多多，在黄金时段推出

《出手吧，兄弟！》特别节目，为湖南贫
困地区农产品“直播带货”。在2个多小
时的“直播带货”活动中，超1亿观众全

程参与，下单购买。通过“直播带货”，
帮助贫困地区销售农产品，一批“湘”
字号特产在网上大卖特卖。

线上朋友越来越多，扶贫产品越销
越俏。由省扶贫办、省商务厅、省农委、
省食药监等指导监管开发的湖南电商
扶贫小店，通过一站式线上开店方式，
帮助贫困乡村解决农产品上行销售问
题。目前，全省超7万人在线上开通了湖
南电商扶贫小店，交易额超2.5亿元。

今年 3月 13日，由省委宣传部、省
委网信办指导支持的湘农荟上线，平
台“供货大厅”里农产品琳琅满目，价
格平实。

今年，受疫情影响，一些贫困地区
的农特产品一度出现销售难问题。湖
南依托线上平台，助力消费扶贫。▲ ▲

（下转3版）

消费扶贫“朋友多”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诗言志，燕衔泥。黄诗燕，一个普通
的名字，响彻三湘大地。

10 月 9 日下午，省委九所宾馆综合
楼一楼会议室一片肃穆，追授黄诗燕同
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称号大会暨黄诗
燕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这里举行。

报告会上，6位报告团成员将一个个
关于初心、使命、亲情、奉献的故事娓娓
道来，直击心灵、震撼人心。

“他优秀的品质、崇高的
风范、实干的精神，将永远激励
我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风里来，雨里去，他匆忙的脚步就
一直没有停歇过。”炎陵县委办副主任刘
明华与黄诗燕朝夕相处、并肩作战了 8
年，他以《风雨兼程的带路人》为题，还原
了一个不忘初心、一心为民最终倒在脱

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干部的故事。
故事让人伤感。“他经常说，炎陵县脱

贫摘帽，是向20万老区人民兑现的一个庄
严承诺，是向长眠在这片红土地上3万多
名革命先烈的真情告慰。”讲到动情处，刘
明华声音哽咽，与会听众早已湿了眼眶。

故事让人振奋。“他优秀的品质、崇
高的风范、实干的精神，将永远激励我
们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刘明华的话音
刚落，台下便响起了久久不息的掌声。

“黄诗燕的先进事迹，感人至深，催
人泪下。”省生态环境厅厅长邓立佳聆听
报告后说，黄诗燕把所有心血和生命献
给了脱贫攻坚事业，用无悔的奋斗践行

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杰出代表。我们要
以模范人物为榜样，立足岗位作贡献，主
动担当勤作为，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和污染防治攻坚战中践行初心使命。

唯有亲情最动人。黄飞从小以叔叔
黄诗燕为榜样，他带来了感人的亲情故
事。

“叔叔每次回来，都会叮嘱我们：要
好好读书，好日子是靠自己奋斗出来
的。”黄飞说，叔叔这样教育我们，他自己
也是这样做的。他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
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干出了一番事业。▲ ▲

（下转2版）

青山犹盼燕归来
——追授黄诗燕同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称号大会暨黄诗燕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侧记

湖南日报10月9日讯（记者 孟姣
燕）今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消息称，
经统计监测，国庆中秋假期8天湖南省
共接待游客6173.6万人次，全省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421.2亿元，同口径分别恢
复到上年同期的81.3%和89.2%。

全省纳入监测的 518 家文化和旅

游单位监测情况显示，全省各景区和
乡村旅游区游客人头攒动，文化公共
服务单位有序开放，住宿单位入住情
况很好，很多民宿客栈一房难求。纳入
监测的 169 家 A 级景区和乡村旅游区
累计接待游客830.1万人次，实现营业
收入 11.4 亿元，分别恢复到上年同期

的78.1%和93.1%。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2020年国

庆中秋假期旅游市场数据和相关信息
显示，国庆中秋假期游客接待规模位居
前列的省份有：广东、四川、湖南、山东、
河南、广西、江苏、河北、安徽、湖北。湖
南假期游客接待规模位居全国第三。

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主要负责人介绍，旅游经济
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基于自有知
识产权和相关专利，对各地假日旅游
接待人次进行专题测算。相比劳动节
和端午节假期，哈尔滨、西安、武汉、兰
州、西宁、长沙、海口、沈阳、重庆和大
连等城市旅游市场复苏幅度领先。

国庆中秋假期文旅强势复苏

湖南游客接待规模位居全国第三
8天共接待游客6173.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21.2亿元，分别恢复到上年同期的81.3%和89.2%

10月1日，东安
县徐福桃花源“驻村
人扶贫馆”，销售人
员给游客推介扶贫
产品。今年以来，该
县通过消费扶贫，销
售野生茶、东安鸡等
48个本土扶贫产品
2000 多万元，有效
促 进 了 贫 困 户 增
收。

严洁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10月9日晚，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
颂歌》扶贫干部专场在长沙梅溪湖国际
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上演。全省各个县
市区的扶贫办主任、200 多支省派扶贫
工作队代表观看了演出。

扶贫人看扶贫剧有什么感受？《大地
颂歌》已公开演出了 4场，记者采访了多

位看过该剧的一线扶贫工作者，他们的
感受与沅陵县凉水井镇小枫溪村扶贫工
作队队长胡明发相同：“剧情和台词很接
近现实生活，这部剧演到我们扶贫干部
的心里去了。它是我们扶贫工作中的‘加
油站’。”

真实的演绎，让扶贫干部感同身受
“我出生于桑植县的贫困山村。在本

县当了 10年乡镇党委书记，担任县扶贫
办主任 4 年。桑植县的基本情况和十八
洞村差不多，《大地颂歌》客观真实地反
映了贫困农村想脱贫致富的艰辛历程，
反映了奋战在一线的扶贫人的艰苦奋斗
和真心付出。”演出结束后，张家界市桑
植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的心情久久不能
平静。 ▲ ▲

（下转5版）

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扶贫干部专场上演——

“演到我们扶贫干部的心里去了”
湘 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