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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 20 日上午在京
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亲切会见与会代表，向他们表示诚挚问候，向受到命名
表彰的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
示热烈祝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参加会
见并在表彰大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
记处书记王沪宁参加会见。

上午 10 时，习近平等来到京西宾馆会议楼前厅，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习近平等走到代表们中间，同大家
亲切交流并合影留念。

李克强在讲话中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受命
名的地方和受表彰的单位与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人
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部队职
工，向烈军属、伤残军人、转业复员退伍军人和军队离
退休干部，向双拥工作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
所有关心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
心感谢。

李克强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支持
和服务保障军队建设改革，进一步加大优抚安置保障，
军队支援经济社会发展积极有为，在参与重大自然灾
害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事件中当先锋，今年面对疫情，
人民子弟兵闻令而动、敢打硬仗，广大军民携手同心、
共克时艰，取得了抗击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彰显了
军政军民团结的强大力量。

李克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全力支持国防和军
队建设，做好交通运输、后勤供给等保障工作，帮助改
善边疆海岛驻军官兵执勤和工作生活条件。一如既往为

军人和家属排忧解难，使广大官兵不为后路担心、不为
后院分心、不为后代忧心。今年稳就业难度更加凸显，要
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精准及时的就业创业服务和职业
技能培训，确保他们就业有去处、创业有扶持、失业有
帮扶。拓宽渠道，确保符合条件的随军家属都得到合适

安置。落实军人子女就近入学、调动转学、参加中高考
优待等政策，让军人及其家属放心安心。同时支持军队
发挥优势，积极参与经济社会建设。保障优抚安置等财
政支出，继续抓好双拥模范创建活动，健全基层双拥服
务体系，努力开创双拥工作新局面。

▲ ▲

（下转2版①）

习近平会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
暨双拥模范单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代表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周帙恒 贺威）今天
上午，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长
沙举行。会前，省委书记杜家毫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
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邹天敬带队的报告团
一行。

省委副书记乌兰参加会见并在报告会上讲话，省
领导张剑飞、隋忠诚出席相关活动。

会见中，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报告团一行
来湘作巡回报告。他说，近年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扛牢“精准扶
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带领全省人民艰苦奋战在脱贫
攻坚第一线，取得了决定性成就。在这场脱贫攻坚战
中，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一大批先进典
型为此付出了辛勤汗水、作出了突出贡献甚至献出了
宝贵生命。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关键时刻，报告团来
湘作宣讲报告，对我们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工作重要指示、贯彻落实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是一次有力促进和推动。我们将牢记总书记
对湖南的殷殷嘱托，以脱贫攻坚先进典型为榜样，尽锐
出战、攻坚克难，充分发挥脱贫攻坚体制机制作用，更
好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坚决啃下最后的贫困硬骨头，多措并举巩固脱贫成
果，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一鼓作
气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

报告会上，邹天敬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他指出，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全
面胜利，继续组织开展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
告，必将进一步激发脱贫攻坚正能量，激励广大扶贫工
作者坚决完成收官任务，一鼓作气打赢脱贫攻坚战。要
发挥典型引领作用，掀起学习先进典型的新高潮；关心
关爱扶贫干部，让有为者有位、吃苦者吃香、流血流汗
牺牲者留芳。

乌兰要求，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李克强总理批示精神，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定
力，善始善终做好脱贫攻坚收官工作。要自觉向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典型学习，把他们的宝贵精神、为民情怀、务
实作风融汇到工作中去。要做好脱贫攻坚总结宣传，进
一步发扬脱贫攻坚精神。要真情关怀扶贫一线的同志，
认真落实各项激励政策，更加关心和帮助牺牲在脱贫
攻坚战场的干部家属。

福建福安市下白石镇下岐村党支部书记郑月娥，江
西宜春市奉新县澡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支月英，湖南益
阳市安化县委常委、副县长（西南民族大学挂职干部）陈
灿平，广东省扶贫办扶贫协作与老区建设处四级调研员
唐咸武，广西澳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健章，陕西
淳化博涛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斌等6位报告团成员
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生动讲述了脱贫攻坚亲身经历，
语言质朴、情真意切、感人至深。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在长举行
杜家毫会见报告团一行 邹天敬乌兰在报告会上讲话

10月20日，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等在北京会见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
位和个人表彰大会代表。 新华社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婷

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人类减贫史
上的伟大实践。

从 2012 年至 2019 年，747 万人
脱贫，51个贫困县、6920个贫困村全
部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从 13.43%
降至 0.36%，剩余 19.9万贫困人口已
具备脱贫条件——这是湖南在这场
伟大实践中交出的答卷。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
艰辛。”从巍巍武陵到莽莽雪峰，从汤
汤湘水到浩浩洞庭，“吃得苦、霸得
蛮、耐得烦”的湖南人，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

“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坚韧、“不破楼兰终不
还”的拼劲，在潇湘大地书写下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的壮丽篇章。

高位推动，扛牢“精准
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

今年3月24日，花垣县双龙镇十
八洞村迎来一位熟悉的客人。

正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
研脱贫攻坚工作的省委书记杜家毫，
又一次来到村里。这是杜家毫过去 7
年间第 6次考察十八洞村。他勉励乡

亲们，再接再厉、自我加压，努力在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后实现新发展、展
现新面貌、创造新辉煌。

同一时间，省委副书记、省长许
达哲赴新化县、溆浦县调研，并在怀
化主持召开脱贫攻坚省级挂牌督战
重点县座谈会。

在湖南所有县市区全部调整为
疫情防控低风险等级后的第一时间，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急赴贫困地区
集中调研，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奔着
决战脱贫攻坚而去。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
2020年我省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与
全省人民一道同步实现全面小康，是
省委、省政府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向全省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扛
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省委、
省政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
任务、首要民生工程和头等大事来抓。

“打好这场硬仗，就要像战争年
代打仗一样，拿出战斗的姿态和精神
来。”湖南明确省委是“总前委”、市委
书记是“纵队司令”、县委书记是“一
线总指挥”、乡镇党委书记是“主攻队
长”、村支部书记是“尖刀排长”，层层
压实责任，向贫困发起总攻。▲ ▲

（下转3版）

敢教日月换新天
■ 拿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气概，鼓起“不破

楼兰终不还”的劲头，攻坚克难，乘势前进。
■ 各级党政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必须增强政治

担当和责任担当，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亲力亲为抓。
■ 构建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互为补充

的大扶贫格局，形成全社会广泛参与脱贫攻坚格局。
■ 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

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使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
动力。

——习近平

担当篇

湖南高质量
打赢脱贫攻坚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风劲扬帆——尽锐出战勇担当

湖南日报10月 20日讯（记者 彭
雅惠 唐亚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
核算结果，前三季度湖南地区生产总
值（GDP）29780.5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6%。今天，省统计局通报了前三季度
湖南经济形势，我省经济逐月向好，总
体呈现恢复增长。

细看成绩单，“2.6%”这一数据背
后，是一系列关键经济指标持续回升：
前三季度，我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规模以上服务业营业收入（1 至 8 月）、
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速在上半年由负
转正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20731元，同比增长 6.1%，
比上半年回升0.9个百分点。

产业转型加快，新动能蓬勃发展。
前三季度，我省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同 比 增 长 9.2% ；全 省 网 上 零 售 额
1412.1 亿元，同比增长 16.9%；快递业
务收入 88.9 亿元，同比增长 24.5%。这
些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增速比上半年
加快，增势明显。

消费逐步回暖，内需恢复势头明
显。前三季度，消费需求持续好转。我省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万亿元，其
中，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商品零售额

同比增长1.4%，累计增速由负转正。
投资持续落地，经济增长后劲足。

今年以来，全省重点领域投资普遍较
快增长，工业投资同比增长 11.5%，高
新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35.3%，生态
环境投资同比增长15.0%，均快于上半
年增速。

民生保障加码，居民获得感更强。
前三季度，我省新增城镇就业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84.3%，民生支出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的比重达69.7%，重点民
生实事全面扎实推进。▲ ▲

（下转2版②）

关键经济指标持续回升 总体呈现恢复增长

前三季度湖南GDP同比增长2.6%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张尚
武）今天上午，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获悉，第二十二届中国
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以下简称“农
博会”）将于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长
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据组委会介绍，
本届农博会以“助力脱贫奔小康”为主
题，将展示品牌强农的成果，大力推进
消费扶贫。

据发布，本届农博会聚焦农业品牌
推广、消费扶贫模式创新，通过设立湖
南产业扶贫展区、帮扶展区，突出消费
扶贫与产业扶贫成果，同时分地域、分
时段对贫困地区农产品进行推介。中部
六省联动组织，着力构建“政策解读、引
领展示、信息发布、产销对接、产业融
合、品牌孵化、对外合作”等7个平台，助

推农业产业优化升级和乡村振兴战略
深入实施。

本届农博会共设立中部·省际馆、
湖南主题馆、品牌茶业馆、品牌农机馆、
湖南美食馆等主题展馆，将举办 3 大主
体活动和 6 大特色活动，包括中部农业
品牌推介会、知名专家主题演讲、省级
区域公用品牌直播推介、消费扶贫签约
等，还将举办中国辣椒产业发展论坛、
中国茶产业联盟高峰论坛，以及开展一
系列产销对接活动。

据发布，本届农博会将同步推出线
上农博会,开创一站式网上办展新模式,
将网上展示、宣传推介、产销对接等融
为一体,实现线上线下展览展示深度融
合和全方位互动，打造“中部农博会”开
放共享平台。

助力脱贫奔小康

农博会开幕在即

晚稻
收割忙

10月19日，双峰县井字镇花桥村双季稻高产种植基地，农民
驾驶收割机在收割晚稻。今年，该镇扶持农民水稻种植“单改双”，
在涓水河沿线建成了10000余亩的双季稻高产种植基地。近日，该
镇晚稻进入收获期。 李建新 摄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谢
青）10 月 1 日，新疆兵团 FM107.9 共青团农场综合调
频广播 5G 智慧电台上线试播。湖南广电 5G 智慧电台
与新疆兵团第六师共青团农场文体广电服务中心跨越
时空、密切对接，是湖南文化润疆的一次生动实践。

近年来，湖南立足宣传文化、媒体等优势，推进新
疆优秀地域文化与湖湘文化交流共鉴，促进文化润疆。

吐鲁番市图书馆、传媒中心、文化大院等湖南援建的重
点文化项目投入使用，促成湖南省图书馆与吐鲁番图
书馆达成馆际联盟合作，协调湖南图书馆“一网读尽”
阅读平台免费提供吐鲁番图书馆使用。

开展“援疆 20 年”系列采访宣传活动，拍摄制作
《湘疆20年》系列专题片。建立了央媒、省媒、市媒三级
联合的立体宣传网络，发表各类稿件 1200 多篇，其中
国家级媒体 50 多篇。今年 3 月，“湖南援疆”微信公众
号上线，专业团队和兼职宣传员深入各个援疆项目、走
进援疆干部人才工作生活，采写了一大批鲜活高质量
的稿件，成为推动湘疆两地交往交流交融的一个重要
窗口。 ▲ ▲

（下转2版③）

湖南援疆
新作为

文化润疆成果丰硕
立足宣传、媒体等优势推进文化交流共鉴；2013年来累计120

万湖南游客前往吐鲁番旅游

湖南日报10月20日讯(科教
新报记者 董以良 曾玺凡)“中职
新故事，最美班主任”。10月 19日，
首届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最美
班主任”推选活动网络投票通道
正式开启。湖南各界反响热烈，投
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 20 日 18
时，已有超 200 万人次参与活动
并点击浏览 20 位候选人的事迹介
绍，近 20 万人次为心中的候选人
投票、助力。

各市州区县教育局、学校师生
第一时间行动起来。“这个活动搞
得好！将鼓励更多年轻教师发光发
热！”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党总
支书记黄立为活动点赞。该校教师
方薇是 20 名候选人中的唯一一名
90 后，担任班主任 8 年，教育随笔
已有上百篇。投票通道开启后，该
校第一时间联系长沙高新区教育
局，在全区各中小学进行动员，共
同见证职业教育的光荣。

“我们保靖的娃娃需要这样的
班主任。”候选人名单刚出炉，保靖
县教育和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张
世军就在朋友圈为赵付雷“拉票”。

“这个活动搞得好！深入人心！”听
说本校周上桥老师入围，邵东市职
业中专学校校长宋赟十分激动。他

认为，这个活动将让人们重新认识职教老师，重新
认识职业教育。

“李国栋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张名片。”芷江
民族职业中专学校的教师刘洋也是一名班主任，
她为同校李国栋老师的入围而高兴，并表示要向
他学习：“李老师为人幽默有智慧，管理班级有一
套！”

▲ ▲

（下转2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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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 20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杨
宁）今天，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暨双拥模范单位
和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记者从省退役军人事
务厅获悉，我省有 12 个市县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
范城（县）”。

这12个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分别是长沙市、常德
市、怀化市、湘潭市、邵阳市、株洲市、衡阳市、娄底市、
会同县、长沙县、嘉禾县、韶山市。同时，还有一批单位
和个人获得表彰，分别是：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单位称号；韶山市韶山乡韶山
村村民汤瑞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侯平
拥分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个人称号；中国人民解放军

96603部队医院卫勤处处长、主治医师傅春林，中国人
民解放军湖南省沅陵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杨凯（侗
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某系教授罗晖分获
全国拥政爱民模范个人称号。

2016 年以来，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驻湘部队认
真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
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双拥就是政治、双拥就是大局”意
识，深刻把握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根本遵循，结合新形
势、新任务，围绕提升部队战斗力和让军人成为全社会
尊崇职业，深入推进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践行军爱
民、民拥军宗旨，在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强军梦伟大实
践中，涌现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特色的双拥模范典型。

我省12市县被命名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