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持网信事业正确政治方向
———五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网信

工作会议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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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和煦的阳光洒在溆浦县龙潭镇
穿城而过的龙潭河上， 河面上波光
粼粼，河堤风光带桂花树泛绿，杜鹃
花绽放，犹如一幅美丽的画卷。

4月18日， 龙潭镇少山村临河
的休闲亭里，聚集了不少下棋、观景
的居民。该镇90岁的居民谌鸿鑫用
手机时而拍照， 时而将拍下的美景
发给怀化的亲友们。 他情不自禁地
对记者说：“龙潭的变化两年赛过
20年，只因来了个会干事、敢干事
的姜书记。”

老人说的姜书记， 指的是龙潭
镇党委书记姜立刚。记者寻思：姜立
刚有何魔力使龙潭巨变？ 通过深入
采访， 从3幅标语背后的故事中找
到了答案。

【标语】“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故事】
4月26日凌晨1时，龙潭镇政府

办公楼会议室仍然灯火通明。“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会议室墙壁上这幅标语格
外显眼。标语下，姜立刚与镇村干部
还在研究部署脱贫攻坚工作。

“我们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精神贴在墙上，更刻在心里，要求
干部时刻牢记总书记的教导，落实在
以人民为中心的行动上。”姜立刚说。

龙潭镇名气可不小， 可考证的
历史达千年，城镇人口达3万人。这
里是抗日战争最后一战———湘西会
战的主战场， 有着较为丰富的历史
文化资源。 荩荩（下转3版②）

姜立刚：3幅标语刻心间
———脱贫攻坚中的怀化乡村干部群像（中）

开创新时代“三农”工作新局面
———省委农办省农委负责人解读省委1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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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周
帙恒）今天上午，十二届湖南省政协
第一期委员学习培训班在韶山开班。
省政协主席李微微出席开班仪式并
强调， 本次学习培训是一次寻根之
旅、探源之旅，要时刻不忘政协初心，
时刻牢记政协使命， 为国家富强、民
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事业贡献政
协的智慧和力量。省政协副主席戴道
晋、张健，秘书长卿渐伟出席。

本次培训为期三天，主要是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 全国两会精
神， 学习新修订的宪法和政协章程，
学习人民政协的基本理论、 基本知
识、基本工作方法，以帮助委员更好
地认识政协、知情明政，增强履职责
任，提高履职能力。

李微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重要思
想，是新时代政协委员能力素质的基
本标准、履职尽责的根本遵循，需要
我们认真领会、自觉践行。要做到“懂

政协”， 就是要在性质定位、 职能作
用、工作思路上“懂”，回答好“政协是
什么”“政协干什么”“政协怎么干”的
问题，增强履职的荣誉感责任感使命
感。要做到“会协商”，就是要正确认
识政协协商， 牢固树立协商理念，善
于运用协商平台，充分发挥协商民主
的特色和优势。要做到“善议政”，就
是要站得高、议得专、说得实，善于谋
全局议大事，建真言献良策，议出实
际效果。

李微微强调， 每一名政协委员，
都代表着政协组织的形象，体现着政
协组织的作为。要始终强化法纪意识
和道德观念，坚持自觉自律、向善向
上，体现理性包容和民主协商，做到
务实进取、积极作为，用恪尽职守来
诠释责任， 用奋发有为来回应期望，
做一名有定力、有情怀、有担当、有作
为的政协委员。

开班仪式前，全体参训人员参观
了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并向毛泽东同
志铜像敬献花篮。

湖南日报评论员

4月20日， 省委省政府在全省部
署开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
问题专项治理，进一步明规矩、查问
题、严追究。4月25日，省委省政府紧
接着召开专项治理领导小组工作会
议，明确职责任务，狠抓工作落实。这
既是对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问题的
积极回应、立行立改，也是我省持续
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成
果的又一强有力举措。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省在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驰而不息正风肃纪，刹住了一
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能刹住的歪风邪
气，攻克了一些过去司空见惯的顽瘴
痼疾， 人民群众满意度明显提升。落
实八项规定精神改变了湖南，作风建
设成为一张亮丽的新名片。

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虽然党
中央三令五申、省委反复强调，一些
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却仍然置若罔
闻、我行我素、顶风作案，“四风”问题
树倒根存， 且呈现隐形变异的趋势，
特别是违规公款吃喝、违规配备使用
办公用房、违规收送红包礼金三类问
题仍然突出。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已经
多年，这种不知止、喊不醒的情况仍
然存在，再次说明作风问题具有极强
的顽固性和反复性。

去除沉疴，要下猛药。为解决这
三类突出问题，我省部署开展本次专
项治理，对违反“约法三章”的，一律
先免职后处理；对自查发现的以往问
题，未按要求及时整改的，视为拒不
整改，一律顶格处理；对专项治理期
间查处的问题，坚持“一案双查”，既
要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又要追究

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 ；对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发现
一起 、查处一起 ，不论职务高低 ，一
律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曝光。释放的，
正是猛药去疴、 越往后执纪越严的
强烈信号。

此次在全省开展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是十分
严肃的政治任务。对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是挂在嘴上、写在纸上还是落实在
行动上，是检验党员干部“四个意识”
强不强，是否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做到令
行禁止、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
重要标尺和试金石。我们决不能把自
己当“局外人”、把纪律规矩当“稻草
人”，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责任感，
扎扎实实的实际行动， 抓住老问题，
紧盯新表现， 对突出问题紧咬不放，
真正做到锲而不舍、动真碰硬。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作风建
设永远在路上，如果前热后冷、前紧
后松，就会功亏一篑。正所谓，“逆水
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
不可弃滞”。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加强作风建设，我们必须紧跟中央步
伐，驰而不息、步步为营、久久为功，
既要保持“愚公移山”的韧劲，一个节
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问题一个问题
解决，又要瞪大“火眼金睛”，任凭不
正之风“七十二变”，也要把它们揪出
来，有多少处理多少。要以坚定的决
心 、恒心和信心 ，对准焦距 ，找准穴
位，抓住要害，靶向治疗，把专项治理
抓深抓细抓实抓到位，切切实实推动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在湖南落地生根，
使全省干部作风、社会风气来一个根
本转变，为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保驾护航。

� � � �李微微在省政协委员学习培训班开班式上
强调，增强履职责任 提高履职能力———

做一名有定力、有情怀、
有担当、有作为的政协委员

决不能把纪律规矩
当“稻草人”

———持续巩固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系列评论之一

■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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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4月18日，溆浦县龙潭镇党委书记姜立刚（右三）在该镇少山村听取群众
对城镇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曾伟 摄

让古地名“复活”■深读

真理火炬永放光芒
5版

■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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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方强 ）今天，岳阳市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挂牌督办的重点片区东风湖周边，
新上马的3处移动式污水处理设备开始作业，
日处理污水量可达5万吨。去年来，岳阳市打
出了污水处理、清退养殖户、生态治理等一套
水环境整治“组合拳”，东风湖水质已有提升。
这是岳阳市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的又一
成效。

去年来， 岳阳市借力中央环保督察突出问

题整改，强力推进湘江流域治理与保护“一号重
点工程”、 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
以问题为导向，完成20处黑臭水体整治，直排污
水总量下降三分之二。 持续开展工业污染源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 超标排污的24家工业企业已
有5家关停，其余全部完成整改。关停或搬迁禁
养区畜禽养殖场2513户、退养栏舍面积79.78万
平方米。 共清理河湖沿岸各类垃圾596万吨，并
建立定期清理长效机制。

荩荩（下转3版①）

越冬水鸟数量
创近10年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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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 李明好）4月23日，汉寿县环保局监测站
负责人介绍，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清理欧美黑
杨后，水质持续好转，核心区水质现已提升到Ⅲ
类标准。 前来栖息的候鸟、 洄游的鱼类明显增
加，再现“水美鱼鲜、万鸟翔集”的美景。

按照中央环保督察组和省委、省政府要求，
去年11月10日， 常德市和汉寿县打响“清理黑
杨” 攻坚战，10天时间便将西洞庭湖核心区域
5.1万亩欧美黑杨全部清除。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资源保护科科长彭平
波介绍，核心区黑杨清理完毕后，省林业厅委托
省林科院会同西、 南洞庭湖和湘阴横岭湖自然

保护区科研人员，编制了西、南洞庭湖和横岭湖
3个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杨树清理迹地生态修复
实施方案，并已通过评审。同时，常德市邀请北
京林业大学自然保护区学院院长雷光春带专家
团队，到保护区实地调研，编制了西洞庭湖半边
湖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实施方案。

目前， 西洞庭湖自然保护区正组织开展核
心区杨树清理迹地生态修复工作。一方面，以修
复湿地洲滩植被为主， 恢复西洞庭湖湿地生态
系统功能。另一方面，以修复越冬水鸟栖息、觅
食环境和鱼类“三场一道”(产卵场、索饵场、越冬
场和洄游通道)为主，恢复西洞庭湖湿地生态系
统功能。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曹群飞 )4月25
日，下塞湖沅江境内，湖面澄澈，
微波荡漾。曾经生生地将湖面切
出一块的矮围堤坝， 已经倾塌，
再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湖水的
流动。

下塞湖矮围曾经是洞庭湖
内面积最大、 跨域最广的矮围，
占了湖面3万亩，2000年开始建
设，2017年5月完成拆除。 沅江
市相关人员介绍， 当时一些企
业和个人在洞庭湖的洲滩、湿
地上开挖矮围， 进行圈湖捕捞、
水产养殖， 破坏了渔业资源、湿
地生态功能。

益阳市委、 市政府坚持问
题导向，市、县、乡三级党政领导
分线分片包干，推进问题整改和
工作落实。仅2017年，益阳市委
主要领导先后近50次带队到大
通湖、三仙湖等一线现场督导。

沅江市72处共16.78万亩矮
围围网全面拆除， 提前一年完
成所有任务； 大通湖区共拆除
矮围围网103公里； 南县筹资
1600万元 ， 对三仙湖水库内
2300亩矮围围网精养鱼塘实施
退养……在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行动中， 益阳全市河湖
围网养殖清理完成投资2.96亿
元，拆除矮围网围20.76万亩，清
理一级饮用水水源地网箱817
口， 清理公共水域网箱约2万
口，提前一年完成省级验收。

如今， 南洞庭湖生态环境
得以明显改善， 资水益阳段总
体水质为优，大通湖、三仙湖水
库等水质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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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生态系统
功能加速恢复

西
洞
庭

洞庭天下水 三湘倍呵护

� � � � 1月21日，南洞庭湖湘阴横岭湖自然保护区百鸟奋飞。（资料图片） 朱华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