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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湖南这片英雄辈出的红色热土，一直牵动着习近平
总书记的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三次到湖南考察
调研，从党和国家战略全局高度对湖南发展锚定新坐标、
明确新定位、赋予新使命。

百舸争流竞湖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的火热场景，在三湘四水跃动，新
业绩在不断创造、新局面在不断打开。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湘西，武陵山脉腹地的湖南省花垣县十八洞村，人多、
地贫、山高、路陡，贫困问题年深日久，曾是湖南许多亟待
脱贫地区的典型缩影。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了十八洞村，看
望贫困群众，并在这里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理念犹如一缕春风，从
古老苗寨吹遍神州大地。
“扶贫这么多年，总书记的办法最管用。”十八洞村党支

部书记施金通说。自从总书记考察十八洞村后，村里新发展
起旅游、山泉水、猕猴桃、苗绣等多种产业。2016年，十八洞
村成为湖南首批脱贫出列的贫困村；2021年，全村人均收入
突破2万元，较8年前翻了10多倍。

脱贫攻坚八年间，湖南以“首倡之地当有首倡之为”的
担当，走出了一条精准、有特色、可持续的脱贫路子。截至
2020年底，全省682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困
扰了这块土地千百年的贫困问题彻底得到解决。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湖南考察调研，指出湖
南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在湖南省古丈县的许多村寨，一棵棵白茶苗正带来深
刻的变化。默戎镇翁草村是苗族聚居村，当这个传统村落
这几年遇见浙江支援过来的“白叶一号”现代白茶，围绕特
色苗寨、民宿体验、基地观景等主题，撑起了茶旅融合产
业。2022年清明前后村里采摘的白茶鲜叶加工成干茶，销
售收入三四十万元。

茶苗扎下根，农户的“创富劲”也跟着生长。翁草村党支
部书记石流堂说，这几年村里最喜人的变化，是村民们想方
设法增收创富，展现出感恩奋进、勤劳致富的崭新面貌。

记者了解到，2020年以来，湖南通过建立完善监测帮
扶机制，突出重点地区重点群体，加大对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村的支持力度，强化驻村帮扶管理，加强农村劳动力
技能培训，稳住脱贫人口就业基本盘。

与此同时，一系列“含金量”十足的惠农强农政策陆续
实施。大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高
农业机械化水平、抓实乡村产业发展、深入实施“六大强
农”行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2022年初，对标对表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湖南省持续

深化战略布局和精准施策，发布关于做好“三农”工作扎实
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了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
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的工作目标，就扎实做好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作出部署。

如今的三湘大地，脱贫成果不断巩固、优势特色产业
蓬勃发展、农民收入稳定增加、乡村振兴步稳行健。

“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

长江东去，在湖南岳阳市君山区林阁老段留下一道美
丽的弧线。这里的江岸一度被非法砂石码头侵占，如今，
已恢复自然状态，有“微笑天使”之称的江豚，常在这里的
水域嬉戏。

这场深刻的变化源于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
考察调研。总书记详细了解长江岸线非法砂石码头取缔
及整治复绿、湿地修复情况，勉励湖南守护好一江碧水。

此后的短短几年间，长江沿岸湖南段251个砂石码头
拆除复绿；1034家涉重金属污染企业在湘江治理攻坚战中
关停；打响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47万亩矮围网围依法
拆除，32.6万亩欧美黑杨清除到位，自然保护区全面禁止采
砂，纸浆生产企业全部关停……

湖南仅有163公里长江岸线，但“一湖四水”联通长江、
辐射全省，全省96%的区域都在长江经济带范围内。长期
以来，粗放式发展累积了诸多问题，产业转型升级、推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成为紧迫课题。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对湖南提出了明
确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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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准指向、言简意赅，为湖
南发展明确了指导思想、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

仲夏时节，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一派繁忙的生
产景象。董事长何清华每每想起2020年9月总书记来到车
间里考察的场景，总是难掩内心的激动。他告诉记者，全体
员工一直牢记总书记关于“自主创新”的嘱托，不断加快创新
步伐，2021年公司专利申报数量大幅增长，今年前4个月公
司已发布了8款工程高端装备。“这条以自主创新谋求长远
发展的路，我和同行们会坚定地走下去。”何清华说。

在深刻认识总书记明确要求的基础上，2020年以来湖
南各项建设全面铺开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工程机械、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胜出，新增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6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突
破万家；自贸区累计新设企业6700多家。

为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湖南还提出实施先进装备
制造业倍增、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等“八大工程”，推进科技
自立自强，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七大计划”，以新一代
信息技术、自主可控和高性能计算机、高端装备制造、新材
料等为重点的产业先发优势逐渐形成。

湖南如今已崛起为汇聚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
集群，创造出一批“世界第一”“中国第一”的现代化工业强省。

“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湖南汝城县沙洲瑶族村，“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
2020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一到湖南，直接赶往

沙洲瑶族村。在展现红军女战士剪被子送村民情景的雕像
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良久。

总书记深有感触地说：“‘半条被子’的故事，代表了我
们党的初心，体现了党的为民本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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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3岁的朱小红，是“半条被子”故事主人公徐解秀
的孙子。那一天，总书记专程来到他家看望慰问。朱小红
对总书记说：“当年红军送给我奶奶半条被子，今天共产党
给我家带来了幸福日子。”
“半条被子”的故事已经成为湖南党员干部砥砺初心的

“必修课”。
“总书记如此重视‘半条被子’的故事，就是要告诫我

们，时刻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沙洲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队长、驻村第一书记谭诗华说，“总书记在湖南教诲我们，要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
盼’问题。这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近年来，湖南各级党组织牢记总书记嘱托，全省财政保
民生的力度只增不减，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保持在
70%左右。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3万元，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不断缩小。

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按照“切口小、可落地、让群
众有获得感”原则，湖南坚持把群众的“关键小事”作为党和
政府“头等大事”来办，推出了一系列“实招”。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改善医疗服务
能力，提高城乡低保标准，提升救助保障水平……2021年
湖南全省共筹措各类资金428.72亿元，20件重点民生实事
全面或超额完成，民生福祉得到切实提升。

新华社长沙6月13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的任务举措。

《意见》指出，省以下财政体制是政府间财政关系制度的组成
部分，对于建立健全科学的财税体制，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
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要作用。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按照深化财税体制
改革和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总体要求，进一步理顺省以下政府间
财政关系，建立健全权责配置更为合理、收入划分更加规范、财力
分布相对均衡、基层保障更加有力的省以下财政体制，促进加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保障。
《意见》提出，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要坚持统一

领导、全面规范，因地制宜、激励相容，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意
见》明确了五个方面重点改革措施。一是清晰界定省以下财政
事权和支出责任。合理划分省以下各级财政事权，明晰界定省
以下各级财政支出责任。二是理顺省以下政府间收入关系。参
照税种属性划分收入，规范收入分享方式，适度增强省级调控能
力。三是完善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厘清各类转移支付功能定
位，优化转移支付结构，科学分配各类转移支付资金。四是建立
健全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机制。建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动态调整机制，稳步推进收入划分调整，加强各类转移支付动态
管理。五是规范省以下财政管理。规范各类开发区财政管理体
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改革，做实县级“三保”保障机制，推动乡
财县管工作提质增效，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

百舸争流竞湖湘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之湖南篇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熊丰）记者13日从公安部获
悉，近日，在公安部统一指挥下，31个省区市公安机关同步开展
集中收网行动，依法严厉打击为电信网络诈骗提供新型“GOIP”
通话服务的违法犯罪团伙。截至目前，共抓获违法犯罪嫌疑人
870余名，缴获“GOIP”设备2390余套、手机卡银行卡等作案工
具1.8万张（台）。

近年来，由于“GOIP”设备具有人机分离、远程操控、异地拨
号通话和支持多张电话卡等特点，大量藏匿在境外的电信网络
诈骗团伙通过远程操控的方式，使用搭建在境内的“GOIP”设备
向受害人拨打电话，从而实施诈骗，危害十分严重。

公安部对此高度重视，部署多地公安机关迅速捣毁一批违
法犯罪窝点，同时拓展研判出相关线索400余条，发现相关案件
690余起，涉案金额4900余万元，涉及全国多个省区市。在掌握
相关犯罪事实和证据基础上，公安部决定组织全国公安机关开
展集群战役进行集中收网。

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新动向、
新手法、新变化，公安机关将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确保打深打
透打彻底，坚决从源头上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多发高发态势。

据新华社成都6月13日电（记者 肖林 童芳）13日，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四川广汉市公布了三星堆遗址
的最新考古成果，6个“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编号文物近
13000件。数件造型奇特的珍贵文物前所未见，也是中
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实证。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面积约 12 平方
公里，最早被发现于 20 世纪 20 年代。自 2020 年以
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四川大学等
科研机构和高校组成联合考古队，在1、2号“祭祀坑”
旁边，相继发现、发掘了距今约 3000 年的 3号至 8号
六个“祭祀坑”。

目前三星堆3、4号“祭祀坑”已结束野外发掘，5、6号
“祭祀坑”正在开展埋藏文物的室内清理，此次公布的文
物主要集中在7、8号“祭祀坑”。其中7号“祭祀坑”发现
了被考古学家称为“月光宝盒”的龟背形网格状器，成捆
的长条状玉凿、三孔玉璧形器、玉斧、玉瑗，铜顶璋龙形
饰、小件的青铜凤鸟、青铜立人、铜铃等。与7号“祭祀
坑”邻近的8号“祭祀坑”大件青铜器更多，包括金面罩铜
头像、顶尊蛇身铜人像、精妙复杂的铜神坛、“机器狗”一
样的铜巨型神兽、铜龙、“裹裙坎肩大背头”的铜立人像、
铜猪鼻龙形器、铜戴象牙立人像、铜神殿形器盖、石磬等，
数件文物都是世界上首次发现。
“三星堆的奇特是古蜀人丰富想象力和精湛手工业

的完美结合，但其想象表现出的内心世界依然是中华文
明‘天人合一、万物共生’的和谐理念。”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说。

除了肉眼可见的文物，考古学家们还通过现代科技
手段，发现了丝绸、竹子、芦苇、大豆，以及黄牛、野猪。在
8个“祭祀坑”周边，还发现灰沟、建筑基础以及小型祭祀
坑，出土金器、有领铜瑗、跪坐石虎、跪坐石人、绿松石和
象牙等珍贵文物。

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也在进行中，占地面积66亩的
三星堆博物馆新馆建设预计将于2023年完成，建成后公
众可以在博物馆的“开放式”修复馆里与文物见面。

公安部集群战役集中收网

严惩为电诈提供新型“GOIP”通话服务

三星堆上新文物近13000件

国办印发《意见》明确五方面重点改革措施

进一步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工作

2020年5月15日，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扶贫队长麻辉煌

（左）与返乡大学生施林娇（中）一起直播推销土特产。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近日
公布了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今年第32届中国新
闻奖将启用此办法进行评选。

中国新闻奖是中央批准的全国优秀新闻作品年度最高奖，
设立以来充分发挥激励引导作用，为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促进
新闻队伍建设、推动新闻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
述，顺应媒体融合发展，适应新闻工作实际，增强评选专业性、包
容性、引导性，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在深入调研和广泛征求
新闻界意见的基础上，制订中国新闻奖改革方案。中央有关部
门近日批准了改革方案。新修订的《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已在
中国记协网公布。

中国新闻奖评选改革坚持“聚焦新闻作品、服务融合发展”
的目标方向，以奖项设置改革为核心，以评选机制改革为保障，
以新闻作品体裁为主线设置基础奖项，根据内容题材和鼓励媒
体融合发展设置专门奖项，采取合并同类项、减少交叉项、取消
不宜项的办法，将原有29个奖项优化为20个奖项，其中基础奖
项14个，专门奖项6个。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负责人表示，新的评选方案获批，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
视和对新闻工作者的亲切关怀。新闻战线将以中国新闻奖改革为
契机，深入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努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引导广大新闻工作者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国之大者”，做好新时代新闻
舆论工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文要求

加强核酸采样质量管理

中国新闻奖评选办法公布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
委委员、副主席蔡鄂生涉嫌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滥用职权案，
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
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镇江市人民检察院已向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蔡鄂生享有的
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蔡鄂生，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
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蔡鄂生利用担任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
巨大，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蔡鄂生利用曾任原中
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的职权或者地位形
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他人谋
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蔡鄂生担任原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委员、副主席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和相关规
定，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
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滥用职权
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蔡鄂生一人犯数罪，依法应当数罪
并罚。

检察机关依法对蔡鄂生提起公诉

在三星堆遗址7号“祭祀坑”拍摄的龟背形网格

状器。 新华社发

5月24日在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林阁老段拍摄的长江。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记者 董瑞丰）采样是核酸
检测的重要环节。记者13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日前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冠病
毒核酸采样质量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核酸
采样的规范性和准确性。

通知要求，各地要严格核酸采样人员的资质管理，在
现有医务人员基础上，将民营医院、零售药店、学校医务
室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具有卫生相关专业技术职业资格的
人员纳入采样人员队伍，经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组织规范
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从事核酸采样工作。采样人员
的调配使用尽量不挤占正常医疗资源，以保障人民群众
看病就医需求。

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按照《医疗机构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工作手册（试行第二版）》和《新冠
病毒核酸采样培训方案》，规范做好核酸采样的组织、培
训、考核等相关工作。各地要切实加强核酸采样的质量控
制，按照“不培训不上岗，培训不合格不上岗”的原则，确保
采样人员操作和行为科学规范。各核酸检测机构进一步
做好室内质控，通过分析检测试剂的内参数据，监测采样
拭子是否采集到细胞，以反映和改进采样质量。卫生健康
行政部门要组织开展核酸采样现场巡回抽查，及时发现问
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意见。

在三星堆遗址8号“祭祀坑”拍摄的铜神坛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