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化至
澧县的慢火
车上大多是
到城里卖货
的山民，因
为常坐这趟
车， 相互之
间 非 常 熟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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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认为，今年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各地
区各部门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有力实施宏观政策， 推动
我国经济恢复取得明显成
效，经济运行开局良好，高
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会议指出， 要辩证看
待一季度经济数据， 当前
经济恢复不均衡、 基础不
稳固。 要用好稳增长压力
较小的窗口期， 推动经济
稳中向好， 凝神聚力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打通
国内大循环、 国内国际双
循环堵点，为“十四五”时
期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持续
动力。

会议要求， 要坚持稳
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准确
把握新发展阶段， 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构建
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 慎终如始抓好
疫情防控。 要精准实施宏
观政策， 保持宏观政策连

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不急转弯，把握好时度效，
固本培元，稳定预期，保持
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使
经济在恢复中达到更高水
平均衡。 积极的财政政策
要落实落细，兜牢基层“三
保”底线，发挥对优化经济
结构的撬动作用。 稳健的
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强化对实体经济、
重点领域、 薄弱环节的支
持。 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
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
定。

会议强调， 要引领产
业优化升级， 强化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 积极发展工
业互联网， 加快产业数字
化。要有序推进碳达峰、碳
中和工作， 积极发展新能
源。 要促进国内需求加快
恢复， 促进制造业投资和
民间投资尽快恢复， 做好
国家重大项目用地等要素
保障， 制定促进共同富裕
行动纲要， 以城乡居民收
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

扩大。要推进改革开放，深
入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
方案， 优化民营经济发展
环境， 加快建设各类高水
平开放平台，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要防
范化解经济金融风险，建
立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
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
制。 要加强和改进平台经
济监管，促进公平竞争。要
保障和改善民生， 强化就
业优先政策， 做好高校毕
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
乡村振兴中持续改善脱贫
人口生活， 做好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 要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
炒的定位， 增加保障性租
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供
给， 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
炒作房价。 要坚持不懈抓
好安全生产。 要始终绷紧
疫情防控这根弦， 坚持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抓好疫
苗接种， 推进疫情国际联
防联控。

湘南边陲，四月的春光在罗霄山脉绽
放。 在厦蓉高速文明特大桥放目眺望，古
老的沙洲村已无当年模样。4月30日，三湘
都市报记者带你走进G76厦蓉高速郴州
段，感受一条高速公路为一个小山村带来
的巨变。

“现在高速直达，真的很方便，从郴州
过来只需40分钟， 在文明收费站下高速3
分钟就到。”在“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
列馆前，沙洲村村支书、主任朱向群自豪
地说道。

朱向群介绍，曾经沙洲村因为交通闭
塞、山多地少，村里142户村民中，有30户
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随着交通肠梗阻的打通，宛如玉龙的
G76厦蓉高速郴州段成为沙洲村摆脱贫困
走向致富的高速路。高速通车后，辐射周边
区域，有效连接了汝城、桂东境内的诸多历

史遗迹和人文景点， 在带来便捷交通的同
时，也成为汝城县的一条旅游新动脉。

每天数以万计的游客沿着G76厦蓉高
速郴州段打卡沙洲红色旅游景区。昔日红
军路，今日小康道。村民在家门口吃上了
“旅游饭”、发起“旅游财”。朱小红开起了
沙洲村第一家土菜馆。除了餐馆和农家乐
经营收入，还有景区工作工资收入、特色
农业种植收入，现在每月收入1万元，曾经
的贫困户已是村富户。

路通产业活，G76厦蓉高速郴州段
也为沙洲村的水果、蔬菜走出村门提供
了条件，物联网、电子商务、直播平台，
每到水果上市季节全国客商、各类电商
平台蜂拥而至，寻找果源，甚至这些果源
还出现“手快有手慢无”的现象。“从未像
现在这般甜，水果一点一按就卖出去了，真
的想不到水果也能卖出‘新天地’。”村民
朱有英一边扳着手指算账，一边说道。

大力发展农旅经济的沙洲村2018年
实现整村脱贫，2020年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15000元。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张俊壬

在高铁时代，“绿皮火车”似乎成了遥
远的记忆。然而，在湖南湘西，每日仍有5
对公益性“慢火车”在开行，没有空调、只
有硬座、逢站就停。

所谓“慢火车”，是指那些在中国铁路
大提速的背景下仍旧每个小站都停靠的
“绿皮火车”。尽管设施陈旧一点，速度慢
一点，但其便宜方便，最低票价仅需1元，
是当地老百姓的心头好，是大山深处人们
出行、上学、农副产品出山的依靠，也承载
着山乡群众对幸福生活的期望。

4月27日早上6:57, 伴随着一声长长
的汽笛声，7266次列车从怀化站开出，在
湖南湘西地区的山水丘陵间蜿蜒穿行，一
直到16:28，列车到达目的地澧县站。381公
里的路程，停靠37个站，几乎每隔10分钟就
会停一站。票价最低1元，最高23.5元。

因行驶时间长， 火车司机们亲切地称
它为“慢慢游”；又因票价便宜，在沿途各个
县乡小站停靠，当地人叫它“公益小火车”。

为方便沿途百姓，这趟列车允许山民挑
着担子、背着大筐小筐的山货乘车。

记者在列车上看到，老百姓们用箩筐

装着鸡、鸭、鱼，还有野菜、瓜果，坐在一起
聊着家常。 他们大多是到城里卖货的山
民，因为常坐这趟车，相互之间非常熟悉。

7:50，7266次列车的“常客”老杨挑着
满满一担血橙上车了， 差不多100斤。“准
备去吉首卖。”老杨跟列车员招呼道。

记者看到他车票上显示的票价是3元，
而从麻阳到吉首的汽车票需要30元。据悉，
7266次火车平均客座率不到40%， 每年都
处于亏本运营状态，但26年来从未涨价。

7266次列车仅是湘西慢火车的一个
缩影。在湖南，这样的公益性“慢火车”有5
对10趟，分别为怀化至塘豹7269/7270次、
怀化至梅江7271/2次、 怀化至新晃7275
次、新晃至益阳7274次、益阳至怀化7273
次、张家界至怀化7265次、澧县至张家界
7267次、怀化至澧县7266次。主要运行在
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湘、
渝、黔武陵山区，往返于大山深处，为沿线
的菜农、果农、居民、铁路职工和学生提供
公共服务，使公益“慢火车”真正成为村民
的“便民车”和“致富车”，拉动沿线山区经
济社会快速发展。 ■记者 和婷婷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等

防止以学区房等名义炒作房价

会议指出，组织严密
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
优势，制定出台《中国共
产党组织工作条例》，对
于坚持和加强党对组织
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贯
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
推进组织工作制度化规
范化科学化、全面提高组
织工作质量，具有重要意
义。

会议强调， 做好新时
代组织工作， 要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组

织路线为政治路线服务，
把党的领导贯彻到组织工
作各方面全过程。 要加强
党的组织体系建设， 健全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
制度， 完善上下贯通、执
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不断
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
想引领力、 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要贯彻党管
干部原则，坚持好干部标
准，坚持德才兼备、以德
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
贤，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
向，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

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
队伍。要贯彻党管人才原
则，构建科学规范、开放
包容、运行高效的人才发
展治理体系， 努力建设一
支矢志爱国奋斗、 勇于创
新创造的优秀人才队伍。
各级党委（党组）要主动承
担起抓好组织工作的领导
责任，加强系统谋划、统筹
协调、把关定向，不断提高
强组织、抓班子、带队伍、
育人才的能力，为组织工
作创造良好条件、营造良
好环境。 ■据新华社

会议指出，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是近年来开展的
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
也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
统一开展的自然资源基础
调查， 对调查中反映出的
问题，要高度重视、深入分
析， 采取有针对性措施切
实加以解决。

会议强调， 要坚持最
严格耕地保护制度， 优化
调整农村用地布局， 确定
各地耕地保有量和永久
基本农田保护任务， 规范
耕地占补平衡， 确保可以

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
不再减少。 要压实地方各
级党委和政府责任， 实行
党政同责， 从严查处各类
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
耕地用途行为， 遏制耕地
“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
化”，对在耕地保护方面有
令不行、有禁不止、失职渎
职的，要严肃追究责任。要
坚持系统观念， 加强顶层
规划，因地制宜，统筹生态
建设。要坚持节约集约，合
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
模， 提高土地开发利用效

率。 要继续推动城乡存量
建设用地开发利用， 完善
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的城镇
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体
系。 要强化土地使用标准
和节约集约用地评价，大
力推广节地模式。 要加强
调查成果共享应用， 在此
基础上做好国土空间规
划， 调整并进一步明确生
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
线、资源利用上线。要深入
开展资源国情宣传教育，
推动全社会牢固树立资源
节约利用意识。

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30日召开会议， 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
济工作；听取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情况汇报；审议《中国共产党组
织工作条例》。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

确保可以长期稳定利用的耕地总量不再减少

着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G76厦蓉高速郴州段：红色沙洲的致富路

公益“慢火车”助力沿线乡村振兴
最低票价1元，湖南地区共开行5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