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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湖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访谈

奋进新湖南
辉煌“十三五”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李世源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强
调，要搞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
引导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
族观、文化观、历史观，巩固和发展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
系。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的
工作指明了方向。”10 月 18 日，省民
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向恩明接受湖南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省民宗系统
将在深入学习领会中认真谋划思路
举措，以扎实有力的举措落实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中
迈开新步伐、取得新成效，在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做出新成绩、展
现新作为。

向恩明介绍，近年来，湖南坚持
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
族工作的第一遵循，把加快少数民族
和民族地区发展作为民族工作的第
一要务，把巩固民族团结和维护社会
稳定作为民族工作的第一责任，推进
民族地区步入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城
乡面貌变化最大、人民生活改善最多
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最好的历
史阶段。

“我们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
南重要讲话精神，贯彻到民族工作的
全过程、各方面、各环节。”向恩明表
示，省民宗委将以时不我待的紧迫
感、只争朝夕的精气神、舍我其谁的
责任心，聚焦重点任务目标抓落实。

要坚持不懈抓好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继续把民族知识纳入国民教育
内容，将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纳
入全省各级党校（行政院校）、干部学
院、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内容，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月”活动，引导
各族群众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
观、文化观、历史观。坚持每年举办高
校少数民族学生“建设伟大祖国、建
设美丽家乡”主题演讲比赛，讴歌党、

赞美家乡、讲述民族团结，增强各族
学生的“五个认同”。

要深入推进民族团结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共创建 1 个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示范州、30个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4 个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68个全省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区（单位）和7个教
育基地。下一步，要推动落实《全面深
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和
省委《实施方案》，推动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进机关、进乡镇、进企业、
进学校、进宗教场所、进连队”。到
2023 年，将怀化、张家界、邵阳 3 个
市创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市，武陵山片区所辖 22 个民族县
(市、区)创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县(市、区)。

要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截至今年 6 月，全省民
族地区 24 个县市区已全部脱贫摘
帽，2571 个贫困村全部脱贫出列，累
计减少贫困人口 192.1 万人，贫困发
生率降至 0.5%，历史性解决了民族
地区区域性贫困问题。下一步，将编
制和落实《湖南省民族团结进步事
业规划（2021-2025 年）》，推动少数
民族和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开展
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摘帽后持续发展
政策调研，针对少数民族具体情况
研究扶持政策。办好各类民族文化
活动，构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
极筹备今年 11 月国家民委在湘西州
召开的全国自治州自治县脱贫攻坚
奔小康经验交流现场会，促进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分享成功做法和
经验。

向恩明表示，还要加强少数民族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提升民族事务治
理能力，扎实做好新时代涉藏、涉疆
工作等各项工作，推动我省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迈上新台阶。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
迈上新台阶

——访省民宗委党组书记、主任向恩明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鲁融冰 肖洋桂

10 月 13 日晚，央视新闻《夜游中
国》直播栏目以《游千年古城运河 感受

“常德记忆”》为题，直播夜游穿紫河。古
色古香的常德河街人流如织，鸳鸯走马
楼里常德丝弦唱腔悠扬婉转；泛舟穿紫
河，“常德记忆”表演引人入胜，两岸夜
景美轮美奂。随着一幅幅画卷的徐徐展
开，全国观众领略到常德的繁华与魅
力，感受到生活在常德的幸福与自豪。

这幅让常德人为之自豪的美好景
象，是常德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带领 600 万常德人
民，以大事敢干、难事敢拼、新事敢闯的
责任担当，书写出的具有“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的新
时代民生答卷。2015年至2019年，常德
GDP 从 2611.4 亿元增至 3624.2 亿元，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从 210.8 亿元增至
281.7亿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至3.4万元和1.6万元。

广厦千万惠民生

10 月 10 日，常德市城东新区旭
辉国际新城项目现场，机器轰鸣。该
项目是民生工程城东片区提质改造
的重点项目，由全国 500 强企业旭辉
集 团 总 投 资 130 多 亿 元 建 设 ，占 地
1000 亩。项目建成后，将重塑城东片
区，带动区域经济转型提升。从此，承
载常德人城市记忆的“30 多岁”老城
东，开始褪去老旧落后、狭窄逼仄的

“容颜”，焕发新生。
城东新区的涅槃重生，给永安街道

甘露寺社区居民彭金枝带来满满的幸
福感。2017年，常德市将解决群众居住
困难与完善城市功能结合，推进城东片
区棚改征拆与提质改造，彭金枝成为
4000 多个棚改征拆户中的一员。今年
55岁的她，曾独自带着女儿住着破败不
堪的小房子，一人打3份工维持家用，日
子一眼望不到头。棚改征拆后，她住上
了 120 平方米的电梯房。“对我们母女
来说，住得舒心最幸福。以前房子太破，
女儿大了，不敢谈对象。现在，我们有了
房子，女儿也找了对象。”说起这些，彭
金枝笑得格外开心。

群众是否满意，这份笑容给出的答
案最真切。在常德，坚持为人民服务不
是一句口号，而是坚持不懈的实际行
动。

“十三五”期间，常德市把人民满意
作为一以贯之的标准，下大力改善民
生，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
题。与民生息息相关的住房保障、社会
保障、收入分配、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
民生指标，在规划中的比重日益凸显。

棚户区改造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
心工程。常德棚户区不是简单地拆除重
建，而是充分挖掘城市的历史文脉、民
风民俗，赋以城市灵魂。老西门护城河
距今 2200 年，当年沈从文跟随麻阳籍
商贾乘乌篷船顺沅江而下，到常德歇脚
时，常到老西门散步逛街、划拳喝酒。上
世纪 80 年代末，常德在城市建设过程
中，没有一填了之，而是盖上水泥板，改

为暗渠，为未来留白。老西门棚户区改
造时，常德利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敞
开护城河，恢复历史河流及窨子屋等
街巷记忆，延续人们对城市历史的情
感回溯。如今，老西门的居民推开窗户
就是景。

“十三五”期间，常德市累计完成投
资847亿元，改善16.4万户居民的居住
质量问题。2019年，常德市棚改工作获
得国务院办公厅督查激励表彰。

产业筑基固民本

常德大手笔投入民生改善的底气
何来？答案只有一个：常德产业的高质
量发展，为改善民生夯实了底子。连年
来，常德大力发展产业，培植财税收入，
反哺社会。常德财政民生支出占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75%以上。

产业是发展之基、富民之源、立市
之本。“十三五”期间，常德坚持贯彻新
发展理念，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扩
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长
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战略，
坚定不移地把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做强
做优做大，推动常德在高质量发展上闯
出新路子。

一直以来，常德工业的“一烟独大”
是骄傲，也是隐忧。为扭转这一局面，常
德旗帜鲜明提出开放强市、产业立市，
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咬定产
业项目建设不动摇、不懈怠、不畏难，一
件事情抓到底，一张蓝图干到底。

常德着力打造生物医药与健康食
品、装备制造、烟草、文旅康养四大千亿
产业集群，加快培育新能源、电子信息、
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力推动
产业格局向“多点开花、多极支撑”转
变。“非烟”工业占规模工业增加值的比
重从3年前的40%上升到现在的60%，
装备制造产业成为首个千亿产业集群，
中联建起成长为新的百亿企业。两个

“国字号”园区综合实力加快提升，其中,
常德经开区技工贸总收入突破千亿元

大关。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常
德每年新增就业岗位 3 万至 5 万个。去
年，常德被国务院评为湖南唯一的全国
工业稳增长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州。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常德发展产业坚持生态优先,不要
带血的 GDP，关停危害百姓的污染企
业，把可能破坏环境的污染项目拒之门
外，着力恢复自然生态，还人民群众一
方青山绿水，一个绿色家园。

多年前，为发展湖区经济，西洞庭
湖曾大面积栽种造纸经济林欧美黑杨。
这一外来植物是湿地的“抽水机”，严重
影响洞庭湖生态系统。2017年，一场铲
除欧美黑杨的攻坚战打响。常德仅用10
天时间，便清理了西洞庭湖保护区核心
区 5.1 万亩欧美黑杨；截至目前，累计
10.4万亩欧美黑杨被清出洞庭湖区。随
着湿地恢复，湖区候鸟从之前不足1万
只，到如今已超过3万只。

10 月 17 日，记者来到西洞庭湖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湖面上烟波浩渺，秋
水共长天一色。泛舟前行，不时见到成
群的白鹭、野鸬鹚等水鸟觅食、嬉戏，
悠然惬意。“再过个把月，黑鹳、天鹅这
些候鸟飞回来，在芦苇丛里安家，到那
时，这里热闹得很。生活在这青山绿水
之中，就是我们常德人的自豪！”西洞
庭湖湿地保护协会会长刘克欢脸上写
满期待。

大道通衢顺民心

无人机航拍，俯瞰常德，阡陌交通已
变成条条康庄大道，星罗棋布地镶嵌在
这片形如蕉叶的大地上。公路成网、高铁
驰骋、飞机翱翔……“十三五”期间，常德
交通实现大跨越，不仅引领开放崛起的
步伐，也给百姓生活带来了便利。

去年10月，千里沅水第一隧道建成
投入使用，连通城区南北中轴线，每天
有上万辆车穿江而过，两岸居民5分钟
就能过江。前一刻还在江北的诗墙读
诗，转眼可到江南的画墙赏画。

工作在江南鼎城区、生活在江北武

陵区的市民陈杰深有感触地说，现在，
鼎城区的房价、教育及医疗水平都大幅
提升，两岸发展差距越来越小。“江南也
修起沿江风光带，夜幕降临、华灯初上
时，可与城北隔江相望赏秋月。”

一桥飞架南北，连通两岸繁华。建
成通车刚满一年的沅水四桥，正在缓解
城区交通压力，拓展城市骨架。这是湖
南首座“五塔矮塔斜拉桥”，霸气横跨沅
水之上，似一架巨大竖琴，成为常德新
地标。

高速“动脉”打通，“毛细血管”畅
通，公路网络四通八达。截至 2019 年
底，常德市公路通车总里程为22651公
里，公路网络密度为 124.46 公里/百平
方公里。长常、常张、常吉等6条高速公
路在常德城区交会，形成80公里高速公
路环线。沅澧快速干线连接起各区县
市，构筑起市域内“1小时交通圈”。常德
所有行政村村村通公路，临澧等地还实
现村村通公交车，村民可在家门口搭乘
公交车进城。

空中搭建起“大走廊”。桃花源机场
开通北上广深等18个大中城市15条国
内航线，临时开通常德至泰国曼谷首条
国际航线。去年，机场旅客吞吐量首次
突破百万人次，跻身全国百万机场行
列。桃花源机场负责人洪国庆告诉记
者：“常德人到北京办事，可以早班飞机
去，下午正好办事，晚班飞机回。”

高铁是常德人民的共同期盼。去年
底，黔张常铁路开通，常德至张家界从3
小时缩短至1小时，长益常高铁正加快
建设，常德迈入高铁时代。向东，往长沙，
列车开行密度加大，列车趟数从以前 8
对增加至25对。市民乘坐高铁,从繁华的
省会城市，跨入秀丽的洞庭水乡，穿越到
巍峨的武陵山脉，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天风浩浩海漫漫，卷起惊涛入笔
端。站在新的起点，常德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的重要讲话指示
精神，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根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而奋斗，让老百姓生活更加富
裕、更加幸福、更加自豪。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刘
勇 通讯员 孙忠）今天，中储粮湖南
分公司在其长沙直属库举行公众开
放日活动，邀请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湖南局相关负责人、种粮大户
代表、粮食经纪人代表、媒体记者
等，实地感受现代化、科技化、智能
化的大国粮仓，以增进公众对粮食
储备的了解。

今年 10 月 16 日是第 40 个世界
粮食日。10 月 16 日所在周是我国粮
食安全宣传周。这是中储粮湖南分公
司以“科技赋能、爱粮节粮”为主题举
办的第三届公众开放日活动。

近年来，中储粮湖南分公司以守
住管好大国粮仓的责任担当，突出科
技支撑，运用空调控温、粮面压盖、氮
气气调、薄膜密闭等绿色科技储粮技

术，不断提高粮油库存水平，减损降
耗效果明显。

长沙直属库库内所储存的中央
储备粮账实相符率、质量合格率、综
合宜存率均保持在 100%。今年秋天
连绵的阴雨和早到的寒露风对中晚
稻收购带来不利影响。为确保合格粮
食应收尽收，长沙直属库从收购硬件
和软件同时着手，提前做好中晚稻收
购准备工作，让农民放心售粮、舒心
售粮。

公众代表先后参观了长沙直属
库 16 号仓、19 号仓、检化验室、中心
控制室等，现场观摩粮食入库作业、
智能监控系统、预约售粮 APP 业务
系统等。大家纷纷表示，此行充分感
受到了大国粮仓的丰盈和端牢中国
饭碗的底气。

湖南日报10月18日讯（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龙永红 朱应东）湖南
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在吉首市召开全
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国家县级医院服
务能力建设项目推进会，深入推进贫
困县医疗服务能力建设。会上，通道、
麻阳、桑植等11个县人民医院院长分
别汇报项目进展情况，省卫生健康委
负责人进行了点评，并就下一步的工
作提出具体要求。

2019年以来，湖南省卫生健康委
以实施贫困县医疗服务能力提升项
目为抓手，以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
诊”分级诊疗制度为目标，以“1+6”县
域医共体建设为模式（即：1 家县级
医院+6 家乡镇卫生院），深入开展
基层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能力同质化
提升工程。自治州 42 家乡镇卫生院
相继开设了儿科、中医科、外科、骨

科、妇产科，少数乡镇卫生院开设了
传染科、口腔科、五官科、呼吸科、心
血管科等特色专科，同时将高血压、
糖尿病、终末期肾病、肺结核、慢性
阻塞性肺病等慢性疾病规范治疗管
理纳入项目实施的重要任务，通过
开设相应专科门诊和病房，提高规
范治管水平。各项目医院均成立了
多支医疗小分队，定期（逢农村赶集
日）到各医共体卫生院开展坐诊、查
房、手术带教、慢病管理知识讲座以
及医院管理方面的指导，共派出医
疗小分队 590 批次，受到基层单位
和群众的欢迎。

通过近 2 年的努力，贫困县医疗
服务能力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我省
11 个深度贫困县医疗资源配置得到
改善，服务基础得到夯实，医疗服务
能力明显提升。

古城常德书写新时代民生答卷

贫困县医疗服务能力建设推进会召开

湖南11个深度贫困县
医疗服务能力明显提升

走进大国粮仓
感受科技储粮

▲ ▲（上接1版）
今年 3 月 5 日，省政府新闻办举行

新闻发布会，湖南脱贫攻坚成绩单亮
眼：全省 6920 个贫困村全部退出，747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发生率降
至 0.36%。

10 月 17 日，石门县姬塘峪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王永初，驾驶农用运输车去
镇上采购物资，遇到熟人，便停车高兴
地打招呼。王永初一家因病致贫，在扶
贫小额信贷的支持下，建起了养猪场。
今年，光卖仔猪，王永初一家收入已超
10万元。

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
开。在强有力的政策体系支撑下，湖南
下足绣花功夫，合力攻坚，成效显著。全
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4年底的
5137 元提高到 2019 年底的 11344 元，
贫困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

保障机制有力，脱贫质量提升
——脱贫成果经得起历史

和实践检验

10 月 15 日，记者在涟源市伏口镇
胡家坪村看到，村部前的公示牌十分显
眼。贫困户信息，致贫原因，帮扶措施，
帮扶责任人……扶贫台账，条条列出，
精准到户。

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规范化和制
度化，湖南从扶贫立法、扶贫考核、督查
巡查、扶贫约束、退出机制、资金整合、
人才支持、队伍建设、驻村帮扶、司法保
障等方面，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聚众力，集众智。省人大常委会启
动立法程序，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

施《湖南省农村扶贫开发条例》。《条例》
紧扣“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
从机制上解决脱贫攻坚中“扶持谁”“谁
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问题，开创
了法治脱贫、法治扶贫的湖南模式。

人才支持、驻村帮扶等一系列保障
机制日益健全。省、市、县、乡、村五级扶
贫工作职责得以明确，构建了“五级书
记抓扶贫”的生动局面。出台“驻村帮扶
二十一条”，全省6万余名帮扶工作队员
奋战在脱贫一线。

9月21日，湘乡市泉塘镇花西村贫
困户贺跃平，在自家鱼塘前启动了饲料
自动投食机，平静的水面顿时涌起浪
花，一寸来长的鱼苗在水中跳跃，翻出
无数白肚子，“白肚子”捞出来，在周边
县市销售，就能变成“银票子”。依靠养
殖鱼苗，贺跃平一家日子越过越好。3年
前，女儿贺双代表全家，给村里写了封
感谢信，主动要求脱贫摘帽。

建立健全扶贫考核、督查巡查、扶
贫约束、退出机制，确保脱贫成果经得
起历史和实践检验。

湖南运用“互联网+监督”平台、开
通12317扶贫监督举报电话，安排专人
核查处置涉贫信访中举报的问题，强化
扶贫政策落地监管。深入开展扶贫领域

“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对51
个贫困县实行扶贫审计“全覆盖”。

建立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湖南开发“湘扶贫监测”手机APP软
件，动态监测脱贫人口和边缘人口。对已
脱贫人口，持续加大帮扶力度，确保不返
贫；对边缘人口给予扶贫小额信贷、技能
培训、产业项目等支持，防止致贫。

在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干部，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湖南通过持续开展
“宣传表彰一批、提拔重用一批、约谈提
醒一批”工作，去年全省有52名省派驻
村干部、1473名市县驻村干部得到提拔
重用，在全省营造了担当作为、干事创
业的良好氛围。

行业部门发力，释放政策红利
——三湘大地新颜焕发

“仙气飘飘”的云顶村，风光无限，
却也曾“穷得令人心碎”。在刚刚过去的
国庆假期，近千名游客开车至八面山
脚，沿龙山县里耶镇蜿蜒往上，争相登
上“云顶之巅”。

7 月 1 日，连接云顶村的 11 公里炒
沙路全部完工，这个原本“行路难”的深
度贫困村，摇身一变为旅游村，村民们
的民宿天天有客，纷纷当上“掌柜的”。

翻开湖南省交通地图，一条条农村
公路，像一根根毛细血管，通到村，通到
组，甚至通到贫困户的家门口。

“十三五”以来，全省贫困地区公路
通车总里程达11.1万公里，其中高速公
路 2962 公里，提前五年实现具备条件
的建制村100%通畅。

路通了，自来水也通了。眼下正是
开镰收割季节，溆浦县均坪镇金屋湾村
12组顿帮发每天收割回家第一件事，便
是拧开家门口的水龙头，冲洗黑套鞋上
的泥土。

“以前要挑水喝，来回至少半小
时。”顿帮发边冲洗边笑着回忆道，碰到
干旱季节，自己凌晨就要到3公里外的
山沟里去抢水，村里抢不到水的男人是
要挨老婆骂的，哪像现在，家家通了自

来水。
“取水难，喝水难”，如何让村民不

再“喊渴”？省水利厅厅党组成员、副厅
长杨诗君介绍，2016年以来，湖南兴建
农村供水工程 14178 处，提升 1396 万
农村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省580万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实现饮水安全有
保障。

一汪汪流到农户的清水，润泽着三
湘大地百姓的心田；一座座高耸的电力
铁塔，将澎湃电力不断输送至大山深
处，点亮一个个小村庄。

通电通网后的贫困村，得以驶上电
商“快车道”。

新晃黄牛肉、江永香柚、龙山百
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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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自然的
馈赠，纷纷从直播间走出大山，“爆款”
不断。

扶贫不松劲，部门在努力；万企帮
万村，企业有担当。2020年上半年，我省
参与消费扶贫销售和消费的企业 1157
家，采购扶贫产品 2.25 亿元，帮助销售
扶贫产品1.76亿元。

在全国开展的“万企帮万村”行动
中，湖南是行动最早的省份之一。截至
今年6月底，全省有6165家民营企业对
接帮扶 8243 个村，实施项目 15223 个，
累计投入资金94.3亿元，惠及贫困人口
108.8万人。

安全饮水、农村道路、农网改造、信
息网络……17 个行业部门纷纷出台相
关支持政策，推动民生工程建设，每一
条政策红利的释放，改变着无数贫困户
的命运，三湘大地焕发新颜。

6 月 12日，常
德市穿紫河畔的京
剧表演。穿紫河风
情灯光实景秀，充
分挖掘常德深厚的
人文底蕴，赋予穿
紫河风光带浓郁的
水乡风情。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唐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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