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9日讯 6月28日至
29日， 省委书记杜家毫深入永州
双牌县、宁远县、蓝山县，调研推
进三大攻坚战和承接产业转移情
况， 领办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信访件。他强调，要始终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 把新发展理
念落实到一项项具体工作之中，
坚决打赢打好三大攻坚战， 努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

省委常委、 省委秘书长谢建
辉参加调研。

保护湘江
首先要保护好源头

来到位于蓝山县野狗岭南麓
的湘江源头， 杜家毫实地考察了
当地生态环境保护情况。他说，保
护湘江，首先要保护好源头。要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树立“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
决守护好一江碧水。 走上双牌水
库大坝， 杜家毫详细了解当前水
库水位、 电站装机容量和防汛抗
旱准备工作等情况。他强调，要辩
证看待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的关系， 始终做到发展决不以牺
牲环境为代价。 要正确处理水库
发电与群众饮水、 农业灌溉的关
系， 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需要放在首位。

把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结合起来

杜家毫走进双牌县五里牌镇、
宁远县新塘村、蓝山县大源村和舜
水田园综合体， 考察森林养鸡、休
闲观光农业等扶贫富民产业发展
情况，并与易地搬迁贫困户亲切交
谈， 了解当前还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杜家毫指出，要继续按照“五个
一批”要求，以产业扶贫为重点，不
断提高产业可持续性，积极帮助在
外务工贫困人口就业稳岗，大力开
发护林、保洁、护河、护路等公益性
岗位，着力打好脱贫攻坚战。要把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起
来，坚持党建引领、规划先行，着力
改善村容村貌，加大农村面源污染
综合治理力度，真正让农村成为安
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希望你们这一代人
终结四处漂泊打工历史

在德永（双牌）玩具、裕宁电
子、海粤达科技、湘江源皮革皮具
城、星月玩具等园区和企业，杜家毫
详细了解当地近年来承接沿海产
业转移的情况。他叮嘱当地负责
同志，承接产业转移，首先要加
强对外向型经济的学习研究，这
样才能真正想企业之所想、急企
业之所急，和企业家找到共同语
言。要用专业的知识素养、周到
的政务服务、良好的营商环境，着
力培育产业生态， 让广大企业真
正扎下根来， 放心放胆发展，加
快形成县域特色产业品牌。得知
不少企业家都是从沿海返乡创
业的当地人，杜家毫说，老乡们
回到故乡创业就业，既能促进家
乡发展， 又能与家人共享天伦，
一举多得。特别是进入移动互联
网时代，通过电子商务同样可以
把产品销往全世界。欢迎大家回
到家乡安居乐业，也希望通过你
们这一代人的努力，真正终结打
工者四处漂泊的历史。

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
题，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一路考察， 杜家毫十分关注
当地城市发展建设。他强调，要把
新发展理念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
之中， 坚决破除过去依靠基建投
资拉动增长、 通过高负债保增长
的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 坚决杜
绝搞大马路、 大广场等脱离实际
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严控
地方政府性债务， 加快推动质量
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努力
实现高质量发展。

调研期间， 杜家毫还主持召
开会议， 听取解决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情况汇报， 并领办相
关信访件。他说，解决群众反映强
烈的突出问题只有进行时， 没有
完成时。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树
立法治思维， 切实维护广大人民
群众的合法权益， 用心用情用力
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记者 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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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9日讯 6月29
日， 拥有80年党龄的安乡县安
丰乡礼阳垸村107岁困难党员
施大国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七
一”“红包”：5000元党内关怀帮
扶资金。“七一”前夕，我省正式
启用省级党内关怀帮扶资金开
展帮扶工作，共有490名困难党
员和因公牺牲党员家属将收到
省级党内关怀帮扶资金。 这也
是我省首次启用省级党内关怀
帮扶资金。

省级党内关怀帮扶资金设
立于2012年， 主要采取省管党
费划拨和省财政补助方式筹措
资金。 为了贯彻党的十九大关
于加强党内激励关怀帮扶精
神， 今年我省拿出450万元，对
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的生活特
别困难的基层党员干部， 以及
为党的事业和维护国家、集体、
群众利益作出突出贡献的党员
及其家庭进行关怀帮扶。

据了解， 帮扶资金将由各

地组织部门或党组织负责同志
在“七一”前后逐一上门发放到
位。 对未纳入省级帮扶资金帮
扶范围的困难党员对象， 省委
组织部明确由市、 县和省直行
业系统设立的关怀帮扶资金进
行帮扶。目前，全省已有11个市
州、1个省直系统、101个县市区
设立党内关怀帮扶资金， 今年
“七一”共有23000余名生活困难
党员受到各级党内关怀帮扶资
金的救助帮扶。 ■记者 孙敏坚

本报6月29日讯 近日，省水
利厅发布《2017年湖南省水利发
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至2017
年末， 全省已建成江河堤防长度
20002公里， 累计达标堤防长度
4518公里，其中一、二级达标堤防
长度1121公里，一、二级堤防达标
率50%。 全省已建成各类水库
14098座，水库总库容514亿立方
米。 其中大型水库45座， 总库容
351亿立方米。

一年来， 我省水利改革攻坚
全面加快， 水安全保障水平明显
提升， 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水利支撑。据了解，

2017年全省水利基本建设项目
2234个，2017年下达水利投资计
划367.99亿元， 其中中央投资
74.05亿元， 地方投资293.94亿
元。 其中， 在建工程完成投资
301.66 亿 元 ， 其 中 防 洪 工 程
117.00亿元，占38.79%；灌溉除涝
工程58.08亿元,�占19.25%；农村
饮水安全及供水工程66.05亿元，
占21.89%；水保及生态保护24.32
亿元，占8.06%。

2017年全省解决463.74万人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问题， 累计巩
固提升饮水安全人口748.11万人。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雨婷

本报6月29日讯 6月25
日至28日，根据中宣部“壮阔
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主题采
访活动安排， 人民日报、 新华
社、 中央电视台等央媒和湖南
日报、湖南卫视、三湘都市报等
省媒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来到张
家界， 深入景区景点、 城市乡
村、工业园区，聚焦张家界建市
30年来的新成就， 见证张家界
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

自1988年建市以来，张家
界坚持把旅游作为支柱产业，
打响品牌、打造精品，先后获
得中国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全
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世界
“张家界地貌”命名地、中国第
一个国家森林公园、中国首批
5A级风景名胜区、 全国文明
风景名胜区等六张“烫金名
片”， 基本实现了从养在深闺
到享誉中外的跨越。30年来，
接待游客从建市之初的54.7

万人次增加到7335.8万人次，
增长了134倍； 境外游客从
1.68万人次增加到355.9万人
次，年均增长19.5%；旅游收入
从 2491万元增加到 623.8亿
元，翻了11番；旅游业增加值
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55%。30年来， 张家界把改革
开放作为关键一招，坚持向改
革要动力， 向开放要空间，基
本实现了从内陆山区到开放
高地的跨越。

4天集中采访活动中，采访
团一行先后深入永定区、 桑植
县、武陵源区和慈利县，对天门
山“旅游+极限运动”，《天门狐
仙·刘海砍樵》、《魅力湘西》“旅
游+文化”，张家界西线旅游、张
家界大峡谷“旅游+扶贫”的成
功经验进行了采访， 深入挖掘
“张家界旅游”的丰富内容和创
新创造，记录“张家界旅游”新
时代新篇章。

■记者 丁鹏志

29日上午，杜家毫来到蓝山县湖南湘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境内的野狗岭，实地考察湘江源头生态环境保
护情况。在幽长的峡谷中徒步近半小时后，杜家毫走近山涧小溪，俯下身子，双手捧起清冽甘甜的源头活水，
仔细察看水质色泽，一连喝下三大口。 记者 罗新国 摄（图片来源：新湖南）

六张“烫金名片”，从深闺走向世界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体记者团聚焦张家界

我省首次启用省级党内关怀帮扶资金
将为490名困难党员和因公牺牲党员家属送去关怀

共青团十八届一中全会召开
贺军科当选
团中央第一书记

去年我省解决464万人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问题

杜家毫在永州调研时强调 打赢三大攻坚战，实现高质量发展

欢迎大家回到家乡安居乐业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
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
体会议于29日下午在京举
行， 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团中
央领导机构。

全会选举贺军科为团十
八届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汪鸿雁、徐晓、傅振邦、尹冬
梅（挂职）、奇巴图（挂职）、李
柯勇（挂职）为书记处书记。
经差额选举，王宇、王峰（回
族）、尤辉、尹冬梅（女）、次旺
平措（藏族）、池志雄、孙雁
飞、买买提江·达吾提（维吾
尔族）、苏明娟（女）、李君、李
骥、李柯勇、李德财、杨松、邴
浩、汪鸿雁（女）、张传慧、张
继军、奇巴图（蒙古族）、赵青
（女）、胡中辉、贺军科、徐晓、
景临、傅振邦、熊卓等26人当
选为团十八届中央常务委员
会委员。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