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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9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要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
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
保”任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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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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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的三湘大地，洋溢着丰收的喜悦。16日至18日，
习近平在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陪同下，先后
来到郴州、长沙等地，深入农村、企业、产业园、学校等，就
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谋划“十
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16日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

沙洲瑶族村考察调研。1934年，红军长征路过这里，留下了
“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习近平走进“半条被子的温暖”专
题陈列馆，了解当地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开展红色旅游和
红色教育情况。习近平指出，“半条被子”的故事充分体现
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情怀和为民本质。长征途中，毛泽东
同志指出，中国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的出路
在共产党主张的苏维埃红军，我们一定会胜利。今天，我们
更要坚定道路自信，兑现党的誓言和诺言，同人民群众风
雨同舟、血肉相连、命运与共，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随后，习近平来到村服务中心、卫生室，了解基层公共
服务工作和基本医疗保障情况。他强调，要把村为民服务中
心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重要阵地建设好，完善充实服务事
项，提高为民服务水平，增强为民服务的精准性和实效性。
在接续推进乡村振兴中，要继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基层党组织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

近年来，沙洲瑶族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优水果

种植，建起了 1500 亩的沙洲现代农旅示范基地。习近平
乘车来到基地了解扶贫产业发展和增收情况。他指出，
要鼓励发展农民合作社，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对
农民的科技服务，提高农产品质量，提高参与市场竞争和
应对灾害能力。

习近平接着来到文明瑶族乡第一片小学，走进厨房、
储藏间，察看学生餐营养搭配和食品安全。四年级的同学
们正在上思政课，看到总书记走进来，齐声向习爷爷问
好。习近平对同学们说，你们今天是小树苗，将来要长成
参天大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你们身上实
现。希望同学们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好好学习知识和本
领，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广大基层教师，落实
好工资、社保、医疗、继续培训等各项政策。

今年 52 岁的村民朱小红，是“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
徐解秀的孙子。习近平来到他家看望慰问。朱小红告诉

总书记，这些年他和妻子参加了村里组织的蔬菜种植、厨
师技能等培训，凭着一技之长实现了脱贫，又依托景区办
起了民宿。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
让人民翻身得解放、过上好生活。要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奋斗。他希望朱小红一家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离开朱小红家，习近平步行察看村容村貌。雨后的沙
洲村青山滴翠，彩霞满天。闻讯赶来的村民和游客们高声
欢呼“总书记好！”习近平频频向大家挥手致意，对乡亲们
说，“半条被子”的故事让人民群众认识了共产党，把党当
成自己人。正因为有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我们党才能走
过辉煌历程，取得伟大成就。沙洲村是“半条被子”故事的
发生地，今天我专门来这里看望乡亲们。作为一名中国共
产党员，我要不断接受教育、接受洗礼。我们党坚持为人
民服务，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四建磊）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
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进一步
推进我省对口援藏工作升级加力，9 月 15 日至 18 日，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东峰率我省援藏工作考察
团到西藏学习考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吴英杰，区党
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洛桑江村，区党委副书
记、自治区主席齐扎拉，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自治区政协
党组书记丁业现，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庄
严，区党委副书记严金海；省委副书记、省长许勤，省政协
主席叶冬松等参加活动。

长期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始终把对口援藏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以
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助力受援地区改善基
础设施、加强生态保护、保障改善民生、发展特色产业，取
得了阶段性成效。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后，
省委迅速行动，先后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省委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等，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口援藏工作的措施。此
次省援藏工作考察团到西藏学习考察，全面对接西藏需
求，实地察看援藏项目，看望慰问援藏干部，推进对口援
藏工作迈上新台阶。

在自治区领导吴英杰、齐扎拉等陪同下，我省援藏工
作考察团首先来到对口援助的阿里地区和札达县托林镇
扎布让作业组。扎布让坐落于古格王国都城遗址脚下，自
然风光壮美，文化积淀深厚，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独特优

势。近年来，我省累计投资近8000万元，帮助扎布让改善
基础设施和村庄环境，支持当地群众发展旅游产业，促进
强村富民。考察团走进藏族群众金珠德吉开办的家庭旅
馆内，察看内部设施，询问收入情况。金珠德吉充满感激
地说，在河北的支持帮助下，自家的家庭旅馆年收入七万
多元，使家庭顺利摆脱了贫困。王东峰说，对口支援西藏，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河北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加大
对口援藏工作力度，为西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
福作出积极贡献。祝愿藏族同胞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札达县城区供水系统改造项目是我省重点援建的惠
民工程，正在施工建设，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居民的饮水条
件。我省考察团详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展情况。王东峰说，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下转第四版）

河北日报讯（记者郝东伟）9 月 18
日，在深州市王家井镇西李秋村的
田野，一望无际的玉米随着微风荡
起波浪，硕大的玉米穗或隐或现。
今年，村里种粮大户孙仁中流转了
1600 亩耕地，眼前长势喜人的玉米
让他特别高兴。记者从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截至目前，我省秋粮作物生

产形势明显好于常年，丰收在望。
据农情调度，今年全省秋粮播种

面积 6246 万亩，比上年增加 63 万亩。
其中，玉米播种面积 5065 万亩，比去
年减少47万亩。由于播种基础较好，
田间管理措施到位，从总体情况看，今
年全省秋粮作物墒情较好、病虫害较
轻，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术得到落实，
植株个体健壮，群体均衡合理。

结合夏粮实收产量，经专家综合
分析，今年我省粮食生产呈现“一减两

增”趋势，即播种面积减少，单产量、总
产量增加，又将是个丰收年。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省
应用“互联网+”模式，把农作物生产
所需的农业物资和生产技术及时送
上门进到户，开通 24 小时“抗疫情、
解农困”专线电话，解决农资企业和
农民群众的生产困难。根据不同作
物生长发育进程和苗情墒情变化，
组织专家制定分区域、分作物技术
指导建议。（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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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强调

在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上 闯 出 新 路 子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这是16日下午，习近平
在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同村民和游客们亲切交流。

新华社记者 岳月伟摄

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这是17日下午，习近平
在长沙市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察看装备制造流程，了解技术研发、生产制造情况。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摄

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 推进对口援藏工作升级加力

河北省援藏工作考察团到西藏学习考察
王东峰许勤叶冬松与吴英杰洛桑江村齐扎拉丁业现庄严严金海等参加活动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河北日报讯（记者潘文静）今年以

来，我省密切跟踪研判贫困劳动力就
业形势，认真落实关于促进贫困劳动
力就业创业的13条措施，深化就业扶
贫“七个一批”专项行动。紧紧瞄准
贫困劳动力就业岗位的实际需求，以
县为单位组织开展订单式培训，增强
培训对象的精准性和针对性。截至目
前，全省贫困劳动力已务工 77.06 万
人，比 2019 年全年务工总人数增长
10.92%。其中，省外务工 11.95 万人，
省内县外务工 9.96 万人，县内务工
55.15万人。

在扶贫公益岗位安置就业方面，
我省适度开发护林员、护路员、保洁
员、护水员、护理员、村务管理员（含疫
情防控）等临时或长期扶贫公益岗位，
优先安排受疫情灾情影响的贫困劳动
力就业。截至目前，全省通过扶贫公益
岗位安置贫困人口31.22万人，其中护
林员5.81万人、护路员1.42万人、保洁
员 12.55 万人、护水员 1.13 万人。2020
年光伏发电收益64670.3万元，设置公
益岗位15.03万个，带动贫困人口14.83
万人，发放岗位工资30499.81万元。

在扶贫车间和扶贫龙头企业带动
方面，我省引导企业与贫困群众建立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群众
广泛参与产业发展各个环节的生产经
营活动，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巩固脱贫
成果。截至目前，全省有带贫益贫作
用的 428 家扶贫龙头企业、规范认定
的 436 个扶贫车间全部复工，吸纳和
带动就业56494人，（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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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5 日至
18日，我省援藏工
作考察团到西藏学
习考察。这是在札
达县托林镇扎布让
作业组，我省援藏
工作考察团走进藏
族群众金珠德吉开
办的家庭旅馆，察
看内部设施，询问
收入情况。

河北日报记者
赵 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