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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长沙 7月 27 日电（记者刘紫凌、袁
汝婷、史卫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三次到湖南考察，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
间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作出系列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湖南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作
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
彰显新担当，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
　　三湘儿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砥砺奋进，不断取得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
南的新进展。

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湖南省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十八洞村，首次
提出“精准扶贫”。
　　一场硬仗打响，“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
指导、精准扶贫”重要指示化作三湘大地上的生
动实践：湖南 6920 个贫困村、682 万农村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十年来，全省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7440 元提升至 18295 元。
　　 2016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湖南代表团审议，指出要
着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近年来，湖南不断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高农
业综合生产能力：
　　先后出台农机“千社工程”（重点扶持上千
家现代农机合作社）、农机推广服务“331”机制

（省市县财政列支 3 亿元用于农机作业补贴、
购置累加补贴和农机贷款贴息，撬动农机购置
资金 30 亿元，推动各级实施农机购置补贴 10
亿元）等政策，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装备
产业转型升级。截至 2021 年底，湖南省水稻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80.05%，较 2012 年增
长 20 多个百分点；
　　着力打造智慧智能农机产业链发展高地，成
立湖南智能农机创新研发中心，截至 2021 年底，全
省农机总动力达 6676.4 万千瓦，稳居全国前六位；
　　建设岳麓山实验室，加强种业核心技术攻
关，一批湖南种业龙头企业大力研发新品种；持
续开展农业技能等各类培训，培育“田秀才”“土
状元”，通过线上平台开展网络培训，上线农业
课程和农技视频超 5000 个；围绕农业大户、家
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重点对象开展集中培训，
全省通过线下培训的高素质农民已超 25 万
人……
　　盛夏时节，湖南省沅江市草尾镇的稻穗弯

下了“腰”。中联智慧农业沅江基地通过收集数
据，以算法作出农事决策，比传统农耕亩均增产
15.4%。在湖南省宁乡市，“宁乡花猪”科研工作
覆盖养殖、屠宰、加工等全产业链，2021 年产值
突破 36 亿元。
　　湖南省农业农村厅负责人介绍，2022 年，
湖南将确保全省粮食播种面积 7135 万亩以上、
粮食产量稳定在 600 亿斤以上，生猪出栏量稳
定在 5700 万头以上。

培育中部崛起新动能

　　湖南，联通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
　　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 9 月在湖南考察时
强调，湖南“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
的高地”。
　　湖南省株洲市石峰区的田心被称为“中国
电力机车摇篮”。84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友

梅说，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电力机车实现从常
速到快速、从普载到重载、从直流传动到交流
传动、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跨越。
　　过去十年，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研制了 260 多款新产品。公司 2500 多项专
利中，有 2261 项是这十年取得的。
　　在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湖南省衡阳
市，“一核两电三色四新”十大产业为主导的
14 条产业链蓬勃发展。当地利用 5G、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推动
传统制造业创新升级。
　　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山河智能、铁建重
工……湖南拥有工程机械巨头“矩阵”。2021
年，全省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4295 家，较
2012 年增长 87.4%。
　　湖南全力推进自主创新。先进储能材料、

“天河”系列超级计算机、超高速轨道交通牵
引技术……湖南强化电力、算力、动力“三力”
支撑，夯实现代化建设之基。

　　十年来，湖南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技
术攻关项目 453 个、高新技术产业科技创
新引领计划项目 400 个。
　　主动服务国家开放战略，深度融入共
建“一带一路”，推动对外贸易创新发展。湖
南在内陆开放进程中迈开步伐：中非经贸
博览会永久落户；湖南地区去年开行中欧、
中亚国际班列 580 列，抵达 22 个国家……
　　 2017 年，创业者景建华将咖啡店开进
位于中国（湖南）自贸试验区的高桥大市
场。依托市场平台，他与非洲的农业合作社
线上交易，成本降低 30%，今年扩至 10 余
家门店。
　　铁海联运、易货贸易、跨境电商……湖南
创新贸易模式，2020 年对非贸易额跃居中部
第一，2021 年对非进出口值首破 400 亿元。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破万亿元；贸易
伙伴遍及 227 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增
速居全国前列；培育形成 3 个万亿级产业、

14 个千亿级行业……在推动中部崛起中，湖南
正阔步前行。

建设安居乐业新家园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长江，来到
湖南省岳阳市。他勉励大家继续做好长江保护和
修复工作，守护好一江碧水。
　　资江，经洞庭湖汇入长江。蔡正清、朱丽君夫
妇曾以船为家，在资江上捕鱼为生。2020 年，长
江十年禁渔全面实施，夫妇俩转为护鱼员，住进
了安置房。“早上鱼儿跳出水，江面跟开了锅似
的，看得人高兴。”朱丽君说。
　　十年来，湖南坚决推进水、气、土壤污染治
理，2021 年国考省考水质断面优良率 96.1%，
14 个地级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59.97%。
　　美好生活的获得感，来自绿水青山，也来自
件件“小事”。厕位、车位、学位、床位等，一头连
着高质量发展，一头连着百姓生活。湖南聚焦

“关键小事”，着力办好民生实事。
　　湖南省衡阳县洪市镇余田村村民李桂芝说，
家中有了新厕所。“夏天天热，新的化粪池却没有
熏人的味道。”在政府的补贴和帮助下，李桂芝和
邻居们都把原来敞口的老式化粪池改建了。
　　近年来，湖南大力开展“厕所革命”，去年共
建成农村户厕 76 万余个、农村公厕 1024 座。
　　在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12 岁的黄瑛生
活也有新变化——— 新学校里食堂、塑胶跑道、风
雨球场一应俱全，还开设了 20 多个兴趣社团，
他因此喜欢上了打乒乓球。
　　 2017 年以来，湖南实施芙蓉学校建设工
程，累计投入 87 亿余元，分批在武陵山、罗霄山
等地县市区建设高标准中小学，101 所芙蓉学
校为边远地区提供 14.6 万个学位。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注重扩大有
效投资、繁荣居民消费的重要指示，湖南着力培
育新消费，涌现出一批备受年轻人青睐的品牌。
古城长沙，也由此成为游客心中的“网红城市”，
逛夜市、喝奶茶、吃小龙虾几乎是“打卡”必选项。
夜经济成为消费增长极，截至去年底，长沙 24 小
时便利店有 874 家，与上年同期相比上涨 31%。
　　好政策让湖南成为创新、创业高地。截至目
前，全省实有市场主体突破 618 万户，比十年前
新增约 400 万户。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三湘儿女
正以实干创造，用奋斗作答，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满怀豪情奔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湖南 ：高质量发展闯新路  展现新作为新担当

　　新华社北京 7 月
27 日电（记者邰思聪）
27 日召开的北京市十
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
一次会议对《北京市城
市更新条例（草案）》进
行了审议。北京拟对居
住环境差、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等情况的区域在
实施城市更新中优先
考虑。
　　据了解，条例草案
突出首都特点，明确了
适用范围。城市更新是
指对北京市建成区内城
市空间形态和城市功能
的持续完善和优化调
整。其中，北京市城市
更新包括居住类、产业
类、设施类、公共空间
类、区域综合类等 5 大
类、12 项更新内容。比
如，既有以保障老旧平
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
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
居住品质为主的居住类
城市更新，也有以推动
老旧厂房、低效产业园
区、老旧低效楼宇、传统
商业设施等存量空间资
源提质增效为主的产业
类城市更新。此外，更
新改造老旧市政基础设
施、公共服务设施、公共
安全设施，以及提升绿
色空间、滨水空间、慢行
系统等，都可被纳入城
市更新的范畴内。
　　同时，北京开展城市更新将与“疏解整治促
提升”相衔接，坚持“先治理、后更新”原则。条
例草案提出，开展城市更新，将严格落实城市风
貌管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要求，严格控制大规
模拆除、增建，延续历史文脉。对于居住环境
差、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市政基础设施薄弱、严
重影响历史风貌以及现有土地用途、建筑物使
用功能、产业结构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等情况
的区域，在实施城市更新中应当优先考虑。
　　此外，为推动城市更新，条例草案提出将探
索实施建筑用途转换、土地用途兼容，鼓励各类
存量建筑转换为市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
公共安全设施。对于符合要求的腾退地下空
间，北京市支持将其用于便民服务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补充完善街区服务功能。

北
京
拟
优
先
对
居
住
环
境
差

存
在

重
大
安
全
隐
患
等
区
域
实
施
城
市
更
新

  ▲ 7 月 22 日，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白马渡镇樟武坊村，村民在抢收早稻（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何红福摄）

　　新华社兰州 7月 27日电（记者任卫东、马
维坤、梁军）中伏天，街道两旁的树叶纹丝不动，
兰州市主城区街头一片安静。经过半个多月的
攻坚，甘肃出现疫情的 33 个县（市、区）中，近一
半已连续七天及以上没有出现新增感染者，全省
疫情增速趋缓。
  当前甘肃疫情防控仍处于最吃劲的时期。
全省抗疫情、保民生，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

坚守 为了拐点早日到来

　　疫情发生以来，兰州市城关区甘家巷社区党
委书记黄娇每天准时出现在工作岗位上。社区
的老旧楼院、无物业小区，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
域。根据兰州市疫情防控的安排，社区采取临时
性管控措施。每天，她带领干部、志愿者分发消
毒物资，组织核酸检测。
　　“很多事看上去不起眼，但都是疫情防控的

‘大事’。”她说，“干部们多跑腿，居民们就能少出
门。大家都盼着疫情的拐点早日到来。”
　　 7 月 8 日至 26 日，甘肃省累计报告本土新
冠病毒感染者 3750 例，疫情波及 11 个市（州）

的 33 个县（市、区），备受各界关注。宁夏、
湖北等地捐赠物资，助力甘肃早日战胜
疫情。
　　记者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获悉，经
过半个多月奋战，目前甘肃本土疫情增速趋
缓，其中兰州市社会面阳性感染者大幅下
降，甘南州社会面风险已清零，近一半出现
疫情的县（市、区）已连续七天及以上无新
增。目前，甘肃正统筹全省力量，支持临夏
回族自治州攻坚。
　　王雪梅是甘肃省妇幼保健院医护人员，
她已经连续奋战 9 天，每天穿防护服工作 7
个小时左右。有一天下大雨，防护服外面是
雨水，里面是汗水，她和大家一样毫无怨言，
依然坚持。

救治 不负生命之托

　　凌晨 1 点，位于兰州新区的方舱医院
内，护理工作仍在紧锣密鼓进行。
　　“每天这个时间，我们需要定时对舱内
所有地面和物体表面进行消毒。”援助方舱

医院的医疗队员虎亚光说。
　　这座新改建的方舱医院集中收治轻症和无
症状感染者。虎亚光和同事们每四小时轮班上
岗，监测感染者健康指标，并引导他们适度
运动。
　　“从踏入方舱医院那一刻起，医护人员就几
乎没有停歇。”他说，“每位患者生活需求不同，有
需要降压药的，有需要儿童用品的，各种情况随
时都会发生。”
　　连日来，甘肃抽调呼吸、中医、院感、心理等
省级专家，进驻兰州、甘南、临夏所有定点医院及
方舱医院，“一人一案”精准救治。
  “普通型患者多有发热、咽痛症状，给予中西
医结合治疗，能明显改善症状，促使核酸早日转
阴。”甘肃省新冠肺炎疫情救治专家组副组长王
建云说。
　　截至 25 日 24 时，本轮疫情甘肃累计出院本
土确诊病例 104 例，解除隔离无症状感染者 233
例，在院病例均病情稳定。
　　虎亚光经常忙得赶不上饭点。他负责管理
的病区面积约 1800 平方米，每天要走三四万
步，接打上百次电话。

飞驰 全力以赴保民生

　　 26 日中午，一辆满载蔬菜箱的邮车驶入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兰州市天水南路营
业部。
  车刚停稳，34 岁的邮政快递员牟少洋来
不及擦汗就忙活起来。消毒、卸货、贴条、扫
码，再搬运到快递小车上。
　　牟少洋驾驶着快递小车穿过寂静的街道，
将一箱箱新鲜蔬菜精准派送。“我负责的片区
住着很多老客户，这些年添加的微信好友有
2000 多个。”牟少洋说，疫情发生后，听说有人
缺菜少物资，他第一时间帮忙采购，送货上门。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兰州市粮油市场库存
20000 吨，日均销售粮食约 500 吨，兰州高原
夏菜蔬菜批发市场日均调入蔬菜量在 2000
吨左右。
  同时，甘肃通过保供市场直供社区和线上
下单、线下无接触配送等多种举措，全力加强

“最后一百米”的物资配送。
  （参与采写：记者崔翰超、郎兵兵）

甘 肃 ：并 肩 战“ 疫 ”保 平 安

　　新华社西宁 7月 27日电（记者李琳海、树
文、郑直）第 21 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27 日在青海西宁鸣枪开赛，“夏都西宁”以凉爽
的天气，满眼的绿色迎接各地车手及四海朋友。
　　据青海省气象局实时气温监测，当天西宁
气温为 16 至 24 摄氏度，挥汗如雨完赛后，车
手们能感受到清爽夏日带来的“福利”。
　　碧水穿城过，风景入画来。从郁郁葱葱的
南北山到西宁城区满眼的绿植、鲜花，从霓虹闪
烁的夜色到热闹的城市夜经济，古城西宁的大
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每年 7 月，在深圳工作的汪元成都会回西
宁探亲。他说，这些年家乡的变化太大了，城市
绿道、湿地公园让人惊叹高原绿色之美。“望着
蓝天和形态多变的云朵，会让人心情豁然开放，
放下生活中的疲惫。”
　　从缺林少绿到绿水青山，西宁正实现着“城
市换装”。
　　 30 多年前，经老乡介绍，王斌从陕西靖

边到西宁南北山搞绿化。山势起伏，沟岭
相隔，地形破碎，岩石裸露，土壤贫瘠，海拔
高度达 2170 至 2850 米，相对高差达 500
至 600 米，年均降雨量仅 368 毫米，年均蒸
发量达 1763 毫米。春天风吹沙起，夏季暴
雨成洪，荒山秃岭围城⋯⋯这是绿化前真
实的西宁南北山。
　　修到山上的路，像养孩子一样育苗……
起初，王斌尝尽艰辛。“再皮实的树也拗不过
大风啊，很多树种在土坑后，一吹风又被连根
拔起。吹跑了，捡回来；吹倒了，扶起来，树死
了种，种了又死。”回忆起当初种树的日子，王
斌仍然心酸。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如今，西宁成为西
北地区首个“国家园林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双荣誉城市。十年来，完成国土绿化 501.7
万亩，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 36.5% ，区域森
林覆盖率提升至 79%，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 13 平方米，“风卷黄沙满天飞”的旧日景

象早已一去不返。
　　从高空俯瞰西宁，湟水河滨水绿道宛如一
道彩带，沿河串联公园、居住区、商业区；北川
河、南川河河畔绿树成荫、碧水连天、鱼鸟嬉戏。
　　十年来，西宁深度推进半干旱缺水型海
绵城市建设，完成 21.6 平方公里海绵城市试
点区打造。初步打造由海湖、宁湖、北川湿地
公园组成的 508.7 公顷湟水国家湿地公园，
全市湿地面积增长 87.59 公顷，湿地率从
47.5% 提高到 64.67% ，重现“水清、岸绿、景
美”的自然风光。
　　体育元素的加入让西宁变得更有活力。
推窗即见、开门即享的休闲绿地成为市民健
身首选地。
　　走近青海西宁湟水国家湿地公园，芦苇
飘飘，水鸟翩翩，碧波荡漾。夏季，香蒲、芦苇
生长旺盛，绿道上，市民漫步、骑行，一派其乐
融融的景象。西宁市民钟长权说：“在‘会呼
吸’的湿地旁健身，让我能量满满。”

　　位于西宁市湟中区的多巴国家高原体
育训练基地被誉为“培养世界冠军的摇篮”，
国内众多耐力型项目选手多会来此地训练，
中长跑、自行车等成为这里的优势项目。中
国竞走名将切阳什姐说：“是体育的力量改
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让我从青藏高原一路走
向世界。”
　　构建形成“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建成

“10 分钟体育健身圈”，西宁市人均体育场地
面积 2.23 平方米……如今，西宁夏季运动和
冬季运动齐发力，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同迈
进。多巴基地举办的国际冰壶赛让世界各地
选手体验着“高原第一冰”的魅力，青海省冬
季两项等队伍屡屡在国内大赛中争金夺银，
高原孩子的冰雪梦不再遥不可及。
　　坚定不移做“中华水塔”守护人，聚力打
造生态文明高地。高原民族体育品牌赛事环
湖赛就像一面窗，向世界展示着绿色西宁的
美丽缩影。

环 湖 赛 ：绿 色 西 宁 的 美 丽 缩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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