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来自中国驻老挝使领
馆的消息， 一辆载有40多名
中国游客的大客车8月19日
下午在从老挝首都万象驶往
北部城市琅勃拉邦途中发生
严重车祸，造成人员伤亡。

据目击者称， 大客车疑
似在下坡时刹车失灵冲离道
路。现场救援人员说，目前已

发现7人死亡、12人受伤。
事故发生后， 中国驻老挝

大使馆、 驻琅勃拉邦总领事馆
启动应急机制， 派遣应急组赶
往现场，向现场运送水和食品。
在事故现场附近的中国水电十
四局中老铁路项目经理部等中
资公司人员参与救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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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上午，以“建立
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 为主题的首届国
家公园论坛在青海省省会西
宁市开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信， 向论坛的
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出
席论坛的各国嘉宾和各界人
士表示诚挚的欢迎。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
生态文明建设对人类文明
发展进步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近年来，中国坚持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
治理， 实行了国家公园体
制。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中
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 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
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
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
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
的自然资产。这是中国推进
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
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一项重要举措。
习近平强调， 中国加强生

态文明建设， 既要紧密结合中
国国情， 又要广泛借鉴国外成
功经验。希望本届论坛围绕“建
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
护地体系” 这一主题， 深入研
讨、集思广益，为携手创造世界
生态文明的美好未来、 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开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
贺信。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晓光
出席开幕式。

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由国
家林业和草原局、 青海省政府
主办，包括主论坛、分论坛、边
会、 场外互动和展示活动等环
节， 涉及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与管理、
自然保护地社区发展与全民共
享、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遗产
地的未来等主题。 中央和国家
机关有关部门、 国家公园体制
试点省份、 相关研究机构负责
同志， 相关国家及国际组织代
表，专家学者代表等约450人出
席论坛。 ■据新华社

本报8月19日讯 记者今日
从省发改委获悉，《关于绿心总规
修改听证会意见及说明的公告》
已于近日发布。《公告》指出，在近
日召开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
心地区总体规划（2010-2030）
（2018年修改）》听证会中，听证
代表共提出意见36条 ，意见主
要涉及区域管控 、 三区优化 、
用地调整、 基础设施等方面 。
省发改委、 省自然资源厅通过
认真研究， 对采纳情况也进行
了说明。

建议优化调整绿心地区面积

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绿心地
区，是指长沙、株洲、湘潭三市之
间的城际生态隔离、保护区域。规
划面积达到528平方公里，堪称长
株潭城市群的生态“绿肺”。

一位听证代表建议提高暮云
片区等区域经营性用地的比例。
对此，《公告》回复，根据绿心地区
的总体定位， 合理控制人口增长
与房地产过量开发， 规划仅对经
营性用地的规模与比例进行刚性
管控， 而对位置进行合理弹性预
留， 允许其在片区控建区内部进
行调整。

而关于范围调整方面， 有听证
代表建议雨花经开区按控规边界、
天元区新马动力创新园按湘江沿线
增加调出绿心地区的面积。

《公告》指出，对雨花经开区范
围调整， 本次规划修改已将长株潭
三市城市总规与绿心总规相矛盾的
区域， 且由省政府批准按城市总规
实施了的工业园区调出绿心； 对天
元区新马动力创新园， 本次规划修
改沿天元区新东路已进行了优化调
整（调入0.34平方公里，调出0.18平

方公里）。

建议放宽湘江昭山段
建筑控制线

“建议放宽湘江昭山段100到
200米建筑控制线。” 一位听证代表
指出。

对此，《公告》 明确将坚持生态
优先、从严从紧、调优调好，规划修
改未对原绿心总规该项内容进行修
改。 对于该范围内历史存在的已建
区依法依规处理。

据悉，2010版绿心地区总体规
划， 规划期末城乡常住人口为26万
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0万人，乡村
常住人口6万； 本次规划修改后，绿
心地区规划期末城乡常住人口为39
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23万人，乡
村常住人口16万。

■记者 卜岚

本报8月19日讯 今天，
由省残疾人联合会、 省扶贫
办主办的全省残疾人脱贫攻
坚先进典型宣传工作座谈会
在长沙举行。本次以“奋斗新
时代一个不能少” 为主题进
行集中宣传。 报道将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
贫攻坚的重要论述和残疾人

脱贫攻坚的重要指示精神，宣
传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残疾人
脱贫帮困的亮点成果和事迹突
出的典型人物， 宣传我省残疾
人脱贫经验做法和各地典型案
例，树立可学可比、可信可鉴的
先进典型， 激发贫困残疾人脱
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首届国家公园论坛在青海西宁开幕
习近平致信祝贺并强调：为携手创造世界生态文明美好未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

历尽天华，厚积薄发评
论

我省启动残疾人脱贫攻坚先进典型宣传

长株潭绿心总规修改听证会召开
共收意见36条，省发改委、省自然资源厅对采纳情况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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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表彰座谈会上，“文
艺湘军”斩获颇丰：图书《乡村国
是》、电影《十八洞村》、电视剧《共
产党人刘少奇》《那座城这家人》
等4部作品获奖，获奖数量位居全
国前列， 省委宣传部获组织工作
奖。 这是我省宣传文化工作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指引下取得的重要成果，是
我省文艺精品生产繁荣发展的表
征， 是湖南文艺创作从高原向高
峰奋力迈进的重要标志。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

出艰辛。湖南文学艺术绿叶成荫、
硕果满枝的背后， 凝结着全省文
艺工作者“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
心和“十年磨一剑”的坚守，凝聚着
决策者、 组织推动者的心血与智
慧。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文化艺术工作， 宣传文化战线加
大对文艺创作生产的引导规划，
出台一系列政策奖励扶持文艺重
点项目， 为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
设、筑就新时代文艺“高峰”创造了
良好条件； 全省文艺工作者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追求卓越，创作生
产了一大批精品力作。 此次获奖

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高扬“文艺湘军”战旗，创造

新时代的文艺经典， 是全体湖南
人民的共同期待。去年8月，一组
《进一步做强做优广电和出版湘
军》的“晨风”系列评论，直指一段
时间我省文艺创作原创不够、精
品缺失的短板，旗帜鲜明提出“让
精品力作闪亮湖南的文化星空”，
为进一步擦亮广电、 出版两张湖
南“名片”出谋划策。社会的期待、
主流舆论的鼓呼， 助推全省文学
艺术创作向“高峰”迈进。

文化领域，原创便是厚土，经

典即为“高峰”，谁的优秀作品多，谁
的实力就强，谁的腰杆就硬、底气就
足。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没有
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
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
正深入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湖南
文艺、 出版工作者牢记总书记的嘱
托，深刻感应时代的脉搏，深刻把握
人民的心灵需求，发挥聪明才智，推
出一批涵盖历史和现实、 改革开放
和脱贫攻坚等诸多重大题材的扛鼎
之作， 为当代文艺的繁荣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

湖南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

有培植经典的沃土， 也有创造佳作
的底气。在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做强
做优“文化湘军”的征途上，“五个一
工程”不仅仅是一个奖项，于全省文
艺工作者而言，它更是一杆标尺、一
种高度、一个方向。期待湖南广大文
艺、出版工作者以此为起点，进一步
焕发创新创造精神， 讲好三湘巨变
的当代故事， 塑造奋发图强的湘人
精神， 传递三湘儿女追求更加美好
生活的心声， 努力创作出更多无愧
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
优秀作品， 创造湖湘文化新的黄金
时代。 ■湖南日报评论员

8月19日， 长沙市天
心区太平路， 主路路面沥
青摊铺已经完成， 并已画
好交通标线。 该路位于长
沙中心城区五一商圈，是
贯穿解放西路和人民西路
的一条新建道路， 全长约
400m， 规划路幅宽度为
26m。太平路天心区段启
动拓宽工程于今年2月启
动， 目前正在进行道路两
旁的人行道铺装作业，预
计9月底竣工通车。

记者 田超 摄

长沙五一商圈
新增城市支路

中国旅游团在老挝遭遇车祸多人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