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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
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
神，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近日
进驻湖南省开展扫黑除恶督导工
作。根据安排，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组督导进驻时间原则上为 1 个
月。督导进驻期间（4 月 1 日—4 月
30 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731-
81110055，专门邮政信箱：湖南省长

沙市 A065 号邮政信箱。督导组受
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 8：00-20：
00。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
导组职责，中央扫黑除恶第 16 督导
组主要受理湖南省涉黑涉恶方面
的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受
理范围的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
导地区、单位和有关部门处理。

2019年4月4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
湖南省进驻信息公告

记者走基层·乡村振兴系列报道之七

（第7版）

习近平同蒙古国总统举行会谈

本报讯（记者 李萌 通讯员 文
瑞珊）昨日，记者从市气象台获悉，
五一劳动节前，我市晴雨转换频繁。

4 月 24 日至 25 日，我市为降水
间歇时段，天气晴好。4 月 26 日至
27 日 ，我 市 受 冷 空 气 影 响 ，北 风 增

至 4 级左右，多阵雨，4 月 28 日至 29
日 有 一 次 中 到 大 雨 、局 部 暴 雨 过
程，并伴有雷暴和短时强降水等强
对流天气。

天气变化频繁，市气象局提醒
市民，出行要勤备雨伞。

五一节前我市晴雨转换频繁

一方水土，滋润一方风物。
秀坪园艺场，位于石门县南部低山丘平

区，独特的气候特质和土壤条件，为柑橘提供
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潮起潮落中，风味独特
的秀坪蜜橘应运而生，从1975年发展至今，柑
橘种植面积达 1.1 万亩，成为“全国最大早熟
蜜橘生产与出口示范基地”，是“中国柑橘之
乡”石门县的金字招牌。

4月23日，记者走进秀坪，所见光景却与往
年不同：没有满园橘树、满树橘花的盛景，部分
橘园里还倒放着被砍下的光秃秃的橘树。

秀坪园艺场党委书记、场长陈章金解释，
去年12月底以来的3次大范围低温冰冻，导致
秀坪橘树冻死 60%以上，是 40 多年来受灾最
严重的一次。“现在正是橘花盛开的时节，要
是往年，满园绿叶白花，隔老远就能闻到橘香
了。”陈章金的话语遗憾而惆怅。可转念，他
又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秀坪有良好的柑橘
产业发展基础，今年又被列为乡村振兴示范
片，辖区内鳝鱼村、木山村、洲浒溪村、秀山村
和肖家岗村5个村全部纳入示范范围，5个工
作组也已入驻。这让我们重拾信心，积极进
行品种改良和橘园提质改造。”

沿水泥村道行至鳝鱼村，记者看到，橘农
们或整地、或培管、或将冻死的橘树砍下作柴
用；那些经受住冰冻考验的橘树，在春日暖阳
下顽强地生长着。“工作组的入驻，为村里发
展增添了新鲜血液，给我们吃了定心丸。”过
去的4个月，村支书吴昌明的心情就像坐过山
车，从无奈忧心，到坚定信心。

鳝鱼村2078亩柑橘，受灾1400多亩。“有
些橘农心灰意冷，准备放弃种柑橘，是工作组
的同志和我们一起，挨家挨户上门给橘农做
工作、讲政策、出点子。”吴昌明举例说，村民
吴东初家的12亩柑橘全部受灾，正准备外出
打工。工作组组员戴继亮及时上门给他算了
笔账：受灾橘园品改，政府补助600元/亩；如
果自己不想担风险，等培管种好后，流转给公
司，两年就可以回本，接下来就是纯赚了。眼
下，算好经济账的吴东初，已干劲十足地整好
了地，准备大干一场。

从鳝鱼村到肖家岗村，走了一段不远不
近的路。“陈场长！”见到陈章金，正在收柴的
肖家岗村村民杜光明热情招呼。67岁的杜光
明是个种橘“老把式”，谈起这些年的收成，他
坦言：“若遇上小年，毛收入约 3 万元，大年 6

万多元。去年，家里10多亩橘园流转给了公
司，租金2500元一亩，我和老伴在公司打零工
又赚了三四万元，一年纯收入六七万元，还不
用担风险。”

租赁杜光明家橘园的，是江西杨氏果业股
份有限公司。“目前，我们已经和这家公司达成
意向，准备将冻死的橘树毁园重栽，重建一个
5000亩的高标准示范橘园。”秀坪乡村振兴示
范片建设指挥长李良军介绍说。听到这个消
息，越来越多的橘农加入到土地流转的行列。

这些年，与秀坪柑橘产业配套发展的，还
有乡村游。回程中，陈章金特意带我们参观
了秀山村花锦小区，这是一个以采摘、农家乐
为主的休闲小区，“每年柑橘成熟时节都有不
少游客来游玩。”陈章金笑道。

走进小区，记者不禁感叹：花锦小区，名
副其实。小区中央，是配套有各类健身器材
的小花园；一栋栋装修讲究的小洋楼门前，精
心种植着杜鹃、玫瑰、多肉等植物，为小区增
添了几分素雅和生机；小区周边是大片的橘
林和池塘，颇有几分“繁花似锦觅安宁，淡云
流水度此生”的味道。

漫步秀坪，似乎一切都与柑橘扯上了关
系。陈章金说，柑橘产业提质，是为了推动特
色农业发展，并以此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实现
乡村振兴。当晚，他给记者发来洲浒溪村“橘
乡夜话”活动的照片。照片中，驻村工作组组
员、村干部、村民代表等齐聚一堂，共话乡村
振兴的秀坪路径。

半城山水半城橘
—— 石门县秀坪园艺场乡村振兴示范片见闻

□本报记者 姚懿容

本报讯（记者 丁时慧 通讯员 赵婧宇）
昨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
工匠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唱响

“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
最美丽”的时代强音，由市委宣传部、市总工

会组织的2019全市工人阶级宣传月暨“工匠
精神三湘（常德）行”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工人阶级宣传月活动以“劳动伟大、
工匠光荣”为主题，启动仪式后立即组织新闻
媒体赴各区县（市）开展主题采访活动。各主
要媒体将开辟《工匠精神三湘（常德）行》专

栏，五一前后连续刊播相关报道，形成劳动伟
大、工匠光荣的舆论氛围。

活动期间，市总工会还将组织职工积极
参与“壮丽70年·阔步新时代——中国梦·劳
动美”全国第六届职工摄影大赛和“网聚职工
正能量·争做中国好网民”主题宣传活动。

劳动伟大 工匠光荣

工人阶级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白）昨日，市委副
书记朱水平，市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余湘文一行，到桃源县、桃花
源旅游管理区检查防汛及河长制工
作。朱水平指出，要深入推行河长
制，提升河湖管理水平和生态保障能
力，加强调度，做好备汛，确保河道防
洪、航运、生态安全，确保人民群众的生
命财产安全。

朱水平一行从桃花源双湖渡口码
头登船，巡视沅江河道及两岸，仔细查
看河面船只、沿岸建筑，并向相关负责
人详细了解“清四乱”情况。他要求进
一步加大“清四乱”专项行动力度，全面
拆除违法建筑物，做好废弃砂场复绿等
工作，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彻底排
查、清除沿岸的垃圾堆放、倾倒、填埋
点，不断巩固扩大综合治理成效，清除
安全和污染隐患，确保河道防洪、航运、
生态安全。

湖南桃源沅水国家湿地公园是一

个集湿地保护与修复、文化展示、科普
宣教、科研监测、生态旅游为一体的综
合性湿地公园，大部分区域目前暂未开
发，无水泥路和码头等交通设施，朱水
平在实地勘察中表示，要保护好湿地公
园的生物多样性，在保持好生态系统和
湿地景观的前提下，统筹开发人文旅游
资源，打造沅水流域湿地休闲和游憩体
验的新场所。

桃源水电站是沅水干流梯级开发
中的最末一级，为河槽径流式水电站，
水库控制集水面积86700平方千米，正
常蓄水位 39.5 米，相应库容 1.28 亿立
方米，设计年发电量 7.93 亿千瓦/时。
朱水平强调，汛期马上来临，要提前建
立完善好防汛办公室、工程抢险队、运
行抢险队、检修抢险队、安全保障组、
后期供给组的防汛体系，全面落实防
汛准备工作，加强调度，提升应急能
力，强化安全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市领导检查防汛及河长制工作时要求

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本报讯（记者 刘凌 通讯员 廖志
勇）4月24日，省军区司令员毕毅，省委
常委、省军区政委冯毅等一行来到我市
安乡县、汉寿县，实地勘察环洞庭湖区
防汛准备工作，市委副书记朱水平，市
委常委、常德军分区司令员李辉忠，常
德军分区副司令员徐赞军陪同。

毕毅、冯毅一行先后勘察了藕池
口、荆江南堤、荆江分洪节制闸、松滋
河蔡浦溪滑坡整治工程以及蒋家嘴
镇阁金口堤段，并乘船勘察了半边湖
监测站和西洞庭湖湿地。在安乡听
取了常德市水情情况和常德军分区
今年防汛备汛的总体安排。据气象、
防汛等部门统计和通报，今年，常德
市降雨量比历年同期偏多 18%。预计
汛期降水总量较常年偏多 1 至 2 成，
区域性洪涝发生的可能性较大，沅澧

两水均有可能超过警戒水位。自今
年 2 月下旬开始，常德军分区高度警
惕，对防汛备汛工作进行强调部署，
完善各类行动预案，调整装备器材，
主动走访应急管理、水利、防办等部
门，进一步密切军地协调联动。

毕毅指出，防汛是省军区系统的职
责使命，各级要从思想上对今年的防汛
工作引起高度重视，勇于担当，加强与
地方相关专业部门的沟通联系，及时掌
握有关情况，从应对大中小汛情的方案
计划到物资器材调用再到应急力量的
针对性训练，都要严格落实好。在用好
自身力量的同时也要协调好相关驻地
部队，充分当好地方党委政府的生力
军、主心骨，一旦发生汛情，各级领导一
定要冲在一线、站在一线，做人民群众
的坚实后盾。

省军区领导勘察我市防汛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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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理念之所以应者云集，是因为它引
发了并肩偕行、逐梦未来的时代共鸣。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实现共

赢共享发展。”

2013 年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统筹国

内国际两个大局，着眼人类发展未来，提出共

建“一带一路”重大合作理念，契合了人类追

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开启了世界共同繁

荣发展的崭新征程。

顺浩荡潮流，行天之大道。近6年来，共

建“一带一路”已完成夯基垒台、立柱架梁，转

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全面推进阶段，成为

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在历史时空中镌
刻下深深的中国印记……

东方风来——引领发展之路

3月23日，意大利罗马，“永恒之城”见证
重要时刻。

习近平主席2019年首次出访期间，中国
同意大利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也成为七国集团中首
个签署这一合作文件的国家。

4月11日，中国同加勒比地区的牙买加签
署谅解备忘录。牙买加外交外贸部部长表
示，共建“一带一路”将让两国关系跨入全新
阶段。

至此，已有126个国家、29个国际组织同
中方签署合作文件，成为这个21世纪伟大工
程广为接受、深得人心的实证。

时间是忠实的记录者。此时，距离习近平

主席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还不到6年时间。

《纽约时报》刊文说，“一带一路”项目的数量和
规模令人吃惊，“远远超出了科幻作家的想象”。

一个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倡议，为何能在
短时间内掀起全球热潮，得到广泛期待和赞
誉？世界各国媒体报道量不断攀升，知名智
库组建专门团队，研究这个前所未有的课题。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
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
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
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
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
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
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习近平主席
给出了中国答案。 （下转第4版）

东风万里绘宏图
——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纪实

□新华社记者 李忠发 孙奕 郑明达 王卓伦

为隆重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鼎
城区总工会在桥南
隆腾物流园举行了
鼎城区物流行业职
业技能竞赛。这
是我市物流行业
首次举行大规模
农民工职业技能
大比武，共有39家
物流企业的143名
工人参赛。此次
竞赛本着“以赛促
学，以赛交友”宗
旨，通过技能竞赛
来促进技术交流和
员工互动，提高物
流行业工作效率和
安全作业水平。

记者
刘颂 刘清 摄

新华社北京4月25日电（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 25 日在人民大会
堂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习近平指出，2016年中塞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双方各领域合作稳
步推进，政治互信更加牢固，坚定支持

彼此核心利益。塞尔维亚是共建“一带
一路”重要沿线国家，双方要深化互利
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密切
人文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多
边领域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下转第7版）

习近平会见多国领导人

新华社北京4月 25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4 日向越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阮富仲致唁
电，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
人民，对越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
表示沉痛的哀悼，向其家属致以深切
的慰问。

习近平表示，黎德英同志为越南国

家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为两国关
系发展作出了不懈努力。他的逝世使
越南人民失去了一位卓越领导人，也使
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老朋友。

习近平表示，相信在阮富仲总书
记、国家主席同志坚强领导下，越南党、
政府和人民必将化悲痛为力量，在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就越南前国家主席黎德英逝世

习近平向阮富仲致唁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