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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民心解民忧�������������������������������������������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 3 次来到湖
南，情深似海，厚望
如 山。 而 另 一 次
与湖南的“亲密
接触”，是在十
二 届 全 国 人 大
四次会议上。

6 年 前 的 春
天，2016 年 3
月 8 日，北京人民
大 会 堂 一 楼 东 大 厅，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二届
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代
表团审议，寄语湖南创造
性开展工作，提出“三个
着力”——着力推进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着力加强
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着
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让广
大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
感。

当天正值“三八”国
际妇女节，习近平总书记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女代表、女委员、女工作
人员和全国各族各界妇女
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
祝福，并和现场的女代表
们合影。

如今，6 年已经过去，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湖南
代表团审议时，提出的
几点要求，湖南完成得
如何？又取得了哪些成
绩？ 6 月 14 日，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采访了当年
合影照片中，站在习近平
总书记身边的女代表刘绍
英和站在前排的女代表阳
国秀，听她们讲述当时的
情景，也听听她们眼中的
湖南发展。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湖南篇  

“              ”建�����������她力量

享受阅读、带动致富、藏粮于技……

“得知习近平总书记要来

湖南代表团参加

审 议， 大 家

心 里 都 十

分期盼。”

回 忆 起

2016 年

3 月 8

日， 十

二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

议期间，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湖南

代表团参加审议，并和湖南女

代表们合影时的情景，刘绍英

心潮澎湃。

来自常德的刘绍英是湖南

德力电力有限公司一名退休的

基层电力工人，也是一名作家，

曾用自己的积蓄在老家开办

了一家中外女性作品图书馆。

2013 年，她当选为十二届全国

人大代表。代表。

刘绍英记得，习近平总书

记走进会议室时，大家都不约

而同地站了起来，热烈地鼓掌，

欢迎总书记的到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十分

熟悉，十分关心湖南的发展。”

会议上，来自��的���代来自��的���代���代

表发言时，回忆起了 2013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十八

洞村考察时的情景，着重介绍

了近两年来“精准扶贫”进展

情况。“习近平总书记问了�

代表好几个问题，问得特别细

致”，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当

地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工作力

度，带领当地�众一起艰苦奋

斗，早日实现脱贫目标。随后，

习近平总书记又听取了来自张

家界慈利县的基层党委书记向

平华代表、中联重科詹纯新代

表等其他代表的发言。

“除了精准扶贫，习近平总

书记还十分关心基层党组织的

�设，询问了‘湖南制造’的

发展。”回顾六年来湖南的发

展，刘绍英���“湖南用����“湖南用��“湖南用�

出预期的成绩，圆满地完成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

记者了解到，在 2021 年召

开的全省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时任省委书记许达哲在

讲话中指出，全省 682 万农村

�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6920 个贫困村全部出列、51

个贫困县全部摘帽，“经过八

年持续奋战，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谱写了摆脱贫困、筑

梦小康的恢弘篇章。”

“十三五”以来，湖南工业

经济稳中有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成效明显，三大世界级产

业集�基本成形，一批创新成

果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起到

重要作用，一些重大平台成为

产业资源的聚宝盆。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

红火。”刘绍英开心地表示，“大

家从心底里认可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2016 年，她作为全国。”2016 年，她作为全国”2016 年，她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时，�出了 6 个大代表��时，�出了 6 个代表��时，�出了 6 个

�议，其中，有四个是关��四个是关��个是关��

源和电力方面的，有一个是关

�乡镇卫生院实施国家基本药

物制度的�关�议，还有一个制度的�关�议，还有一个的�关�议，还有一个一个个

是联合其他代表一起�议修改

最高法关�《婚姻法》司法解

释第 24 条的，“这其中，有不

少都已经落实了”。作为全国

人大代表，刘绍英始终铭记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让广大人民

�众有更多获得�”的殷殷嘱

托，系民心、听民�、解民�。�、解民�。、解民�。

2017 年，刘绍英从��刘绍英从��从��

退休后，又被返聘回去，直到

2021 年才正式退下来。在这期

间，她又担任了常德市第七届

人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委�，大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委�，代表，市人大法制委委�，

参与到地方立法工作，�续�，�续��续�

出了推进常德市殡葬改革、完

善养犬管理条例等�案。2019

年，刘绍英将一己之力开办的

中外女性作品图书馆捐给了常

德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

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开展活动，

也可以让更多人享受阅读的快

乐”。

退休不退岗，她积极履职让群众更有获得感

这次会议结�时，习近平会议结�时，习近平

总书记和在场的代表们一一握

手道别，等握到刘绍英的时候，

她抓紧时间对习近平总书记说�

“总书记，您好，我是来自最基

层的电力工人代表，今天我们

过节，您又来到了湖南代表团，

�不�请求跟您合个影？”刘

绍英回忆，习近平总书记欣然

同意，并转身面对了镜头，刘

绍英幸运地站在习近平总书记

身边，被镜头抓捕到这一珍贵

的瞬间。

来自永州的阳国秀记得，

听说可以和习近平总书记合影，

女代表们纷纷簇拥在习近平总

书记身边，留下了这珍贵而难

忘的时刻。

阳国秀是湖南果秀食品集

团负责人，曾当选为十一届和

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获得全

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阳国秀记得，会议期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农

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要以科

技为支撑走内涵式现代农业发

展道路，实现藏粮�地、藏粮

�技。

牢记殷殷嘱托，阳国秀积

极响应国家号召，开展精准扶

贫行动，帮助下岗工人再就

业，帮扶返乡农民工再创业，

每年为社会�供就业岗��过

8000 个，直接带动�过 12000

户农户脱贫致富。

但这还不够，阳国秀意识

到，要致富，先修路，道路的

通达对一个地方的发展至关

重要。自此，果秀人

有了一 个新的信

念�果秀原料基

地到哪里，路

就修到哪里。

截至2021年，

果秀已累计

捐款 2000 多

万元，用�农

村道路�设。

与此同时，阳

国秀和多个高校进行

全方�产学研合作，不断�高

公司产品的科技含量，2019 年

10月 8日，果秀集团果秀生物

科技第一次进入粤港澳大湾区

菜�子平台��，也是粤港�子平台��，也是粤港子平台��，也是粤港

澳大湾区菜�子平�子平子平

台第一个进入

的企业。企

业 先 后获

得 了“ 国了“ 国

家科学技

术进步二

等奖”“湖

南省科技

进步一等奖”

“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等��。��。。

牢记殷殷嘱托，她��� ����� ������，她��� ����� ��������� ����� ������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文戈）6月13日至 19日是

第 32 个全国节�宣传周。按

照国家统一部署，6月14日，

2022 年湖南省节�宣传周在

长沙马栏山文创园启动。

本届节�宣传周以“绿色

低碳，节�先行”为主题，由

湖南省发改委、长沙市发改委

联合主办。宣传周期间，将持

续开展少儿绘画竞赛、省直机

关塑料污染治理行动、智慧电

网企业宣讲、绿色低碳知识在

线竞赛、节�降碳政策法规

解读，以及企业、园区、高校

节�成果展示等多项主题活

动。

记者在展览现场看到，湖

南省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园、垃

圾分类环保公益课堂等典型

案例和最新技术在此集中展

示。参展的中科节电设备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自主研发的

节�设备应用�全省各领域

节�项目，包括水厂、水泥厂、

造纸厂、冶炼厂等。比如，长

沙猴子石水厂节�改造后，节

电 25.5%。

省发改委副主任周震虹介

绍，党的十八大以来，湖南省

�耗强度累计下降�过 50%，

规模工业增加值�耗累计下

降 35%，全省以年均 2.7% 的

�源消费增速支撑了经济年均

7.9% 的增长。工业领域，先

后获批国家绿色工厂100 家、

绿色园区 10 家、绿色供应链

企业 8 家；�筑领域，成功创

�国家装配式�筑示范城市

6 个、国家装配式�筑产业基

地 9 家，被住�部批准为全

国唯一一个绿色�造试点省；

�通领域，长沙成功获批全国

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岳阳

港作为全国唯一一家“绿色循

环低碳”内河试点港口已通过

国家验收；公共机构领域，成

功创�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

示范��103家、�效“领跑者”

��12 家。

2022 年湖南省节�宣传周启动

刘绍英

阳国秀

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