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5月26日下午，
株洲小伙匡仙鹏创作
的指印画《龙的传
人》，经吉尼斯世界纪
录认证官现场认证，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指
印画。 该作品整幅长
51.526米， 宽23.195
米,总面积为1195.15
平方米， 通过按压
480余万枚指印创作
而成，将北海九龙壁
的九龙和中国六艺
（礼、乐、射、御、书、
数）相结合。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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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
审议了《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的决议（草案）》。 常委会组成人员认
为，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对于提高
公民宪法法律意识，推进法治湖南建设，加快
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具有十分重大的
意义和作用。

决议草案就宪法的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
实施，从6个方面进行了规范。 即：把宪法确立
的国家指导思想落实到全省政治和社会生活
中；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确保
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奋斗目
标在全省贯彻实施； 在宪法统领下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依法治省；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
主；加强宪法学习宣传教育。

决议草案指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是这次宪法修正案确认的国
家指导思想。 要采取多种形式，持续广泛地抓
好对国家指导思想的学习教育培训， 用以武
装全省人民，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 要通过实
施宪法， 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重要
政治原则转化为制度优势， 把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贯彻落实到全省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
领域，实现全省人民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
上高度统一。

决议草案要求， 全省各级国家机关要切
实增强法治意识， 坚持以宪法为统领推进法
治湖南建设， 推动全省各项事业在法治轨道

上有序运行。 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 并通过各种途径
和形式，保证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
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决议草案还明确了各级国家机关、 企事
业单位、基层组织的宣传教育工作任务，规定
以领导干部为重点和推动领导干部带头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 要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职
时依法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把宪法教育纳入
党员干部学习教育体系和国民教育体系。 同
时， 要求各级人大和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采
取多种形式进行监督检查；“一府一委两院”
要建立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的工作机
制， 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
报告贯彻实施宪法情况。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刘文韬）今天
下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对省
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湖南省地方立法条例》
的决定（草案）进行分组审议。 在经过省人大
常委会前两次审议和修改完善的基础上，决
定草案对于发挥人大在立法中的主导作用，
规范立法程序， 完善立法机制作了进一步完
善和明确。

为克服地方性法规草案由部门起草可能导
致的部门利益法制化倾向， 决定草案要求省人
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应当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组织
协调，发挥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进一
步健全法规起草机制， 规定省人大有关专门委
员会、 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应当提前参与地方

性法规草案起草工作， 协同参与起草单位组织
的调研活动。综合性、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地方
性法规草案， 可以由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委
会有关工作机构组织起草； 专业性较强的地方
性法规草案， 可以吸收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起
草工作，或者委托有关专家、教学科研单位、社会
组织起草。 为充分发挥省人大代表的作用，决定
草案还增加了审议、 修改地方性法规草案应当
征求省人大代表意见， 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工
作机构进行立法调研可以邀请省人大代表参加
的规定。

以往对于市州人大报批的地方性法规和自
治条例、单行条例，均先由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提出审查意见的报告， 再由法制委作审查结

果的报告。 为简化合法性审查批准程序，决定草
案在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的基础上，拟采用“一个
口子对下”模式，即：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
规，均由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进行指导、征求有
关专门委员会和省政府有关部门的意见， 由法
制委向常委会全体会议作审查报告。 对民族自
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审查
指导， 则统一由省人大民侨外委征求法制委和
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意见，并作审查报告，法制委
不再作审查结果的报告。

此外， 决定草案还完善了地方性法规草
案公开征求意见的内容，增加了召开论证会、
听证会、征求市州人大和有关部门意见、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的具体要求。

朱永华

选择科学之路，必有“殉道”般的执着。
习近平总书记在院士大会上称赞两院院
士， 评价他们中的许多人是 “干惊天动地
事，做隐姓埋名人”。

科学之路，注定寂寞而艰辛。 科学家工作
的环境不仅与舒适豪华无关， 而且常常与废
寝忘食、不舍昼夜为伴:有的钻进实验室，为的
是求证一个数据；有的在荒郊野外，一待就是
几个月；他们习惯于粗茶淡饭、“三点一线”，成
为科研领域默默无闻的“扫地僧”。

用心专一、不断求索、淡泊名利是致力于
科学工作的人的共同品格。 他们没时间消遣
娱乐，因为一旦锁定了目标，就会争分夺秒、夜
以继日；他们没心思攀比，哪怕在人们因为一
些娱乐明星拿着巨额出场费、 代言费为他们
“打抱不平” 的时候……但一旦获得新知，突
破原有的理论或者取得一个项目的成功，他
们会沉醉于那种收获的快乐。

新中国的发展壮大，伴随着一批埋头奉
献而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王淦昌

曾经享誉世界物理学界， 却在声名鼎盛时
悄然藏身戈壁荒漠，他的发现至少帮助6人
获得诺奖， 他却因为一次选择此生与诺贝
尔奖无缘；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 ，在 “两弹
一星”研制中 ，功不可没 ，但是他在出差途
中，因飞机失事 ，不幸遇难 ，而装有绝密资
料的公文包被郭永怀死死抱在胸前， 安然
无恙；人们还记得那位“布鞋院士”李小文，
他是我国遥感领域的学术泰斗， 但是他不
修边幅，曾因 “衣冠不整 ”被保安拦在校门
之外……

“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
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今天，国家
给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比以前更高的待遇和
尊重，但是，科学精神始终未变，淡泊名利、
执着事业的精神品格仍然是优秀科技工作
者的“标配”，没有甘守寂寞、精诚进取的精
神，断然不可能取得“惊天动地”的成就。

我们礼赞无私奉献、 成就卓著的科学
家， 我们更期待一大批新生代的科学家应
运而生，承担起民族历史的重任！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苏莉）今天
上午， 湖南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第四届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出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 省知识分子联谊会
第三届理事会会长袁隆平出席。

此次新选举出了第四届理事会班子成
员，聘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
同志任名誉会长， 选举中科院亚热带农业
生态研究所所长吴金水任会长。 理事会由
253名理事构成，绝大部分具有高级专业技
术职称或研究生学历， 保持了湖南知联会
“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特色和优势。

黄兰香强调， 新一届理事会要继续深

化改革创新， 健全体制机制， 创新方式方
法，搭建平台载体，主动反映意见诉求，积
极引导作为，热情帮助排忧解难，努力建设
党外知识分子的“温馨之家”。 黄兰香指出，
党外知识分子应充分利用好知联会这一平
台，不负伟大时代的深情召唤，勇立潮头，
做引领创新的排头兵，资政建言，做促进发
展的智囊团，担当道义，做坚守正道的示范
者。 她希望大家创造更多更好成果，以创新
引领驱动湖南高质量发展， 同时做党委政
府的好参谋、好帮手，充分发挥专业特长的
优势，围绕打好“三大攻坚战”、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点难点
问题，主动建诤言、献良策。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肖勇军 ）今天，由湖南兵器集团牵头
发起的湖南省兵工特种装备产业联盟成
立，副省长陈飞为联盟授牌。

湖南省兵工特种装备产业联盟， 是湖
南省兵工特种装备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企事
业单位聚合资源、协同发展、合作沟通的平
台，是在“平等、自愿、互利、共赢”基础上组
成的非营利性行业联盟。 包含省内外从事
兵工特种装备产业的科研机构、高校院所、
中央企事业单位、 金融机构、 省内国有企
业、民营企业共106家成员单位，基本形成

了“产、学、研、贸、金”产业平台架构。
联盟理事长、湖南兵器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金银国表示，联盟将充当政、企、研的沟
通桥梁，搭建合作交流平台；跟踪国内外产业
发展趋势，及时发布技术研究动态；争取政策
支持和更好的发展空间； 推动产业相关领域
研究开发，提升技术标准；推进产业技术交流
及资源开放共享；加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推
动人才培养和交流。 将进一步推动军工企业
融入地方经济、地方企业融入军工产业链，实
现更高层次、更广领域、更深程度的合作，推
进我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陈淦璋）今
天， 全省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
推进会在永州市召开，会议明确了今后3年
提速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的路线
图。 副省长陈文浩出席并讲话。

会议要求，到2020年，各地要按照城乡
统筹、区域统筹原则，坚持高起点规划、高
标准建设，新建、扩建一批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设施，统筹处理城乡生活垃圾，实现生活
垃圾焚烧处理设施覆盖14个市州， 设市城
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占总处理能力的
50%以上。

陈文浩指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全面

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讲
话精神，各地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抢抓时
机，乘势而为，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设施建设。 要搞好区域统筹，充分考虑运距
因素，努力完善垃圾收转运体系。 要妥善化
解“邻避效应”，在项目规划选址上统筹考
虑群众的接受程度， 优先考虑现有垃圾填
埋场等居民相对较少的地区。 要严格市场
准入，选取技术成熟、经验丰富、实力雄厚、
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开展合作。 要加强项
目前期工作，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和规
范建设，实现达标处理，确保到2020年底前
按期保质完成建设任务。

� � � � 湖南日报5月29日讯（记者 徐德荣 通
讯员 罗文鹏）5月28日，副省长陈文浩来到
衡阳市调研督导环保工作。 他强调，要进一
步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工作责任，集中
火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陈文浩先后来到衡东县金龙矿业尾矿
库、衡阳城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莱德生物
药业公司， 实地检查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情况。

陈文浩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全国生态环境保

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要高度重视中央环
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 严格对照标准，真
正整改到位，经得起验收和“回头看”督察；要
高度重视明察暗访， 杜绝弄虚作假和侥幸心
理，高标准完成整改任务；要高度重视责任落
实，把整改任务和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要高
度重视舆情， 确保整改工作让老百姓满意；要
高度重视我省今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
势”，集中解决环保方面难点、热点问题，确保
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通过“治标”解决目前突
出的生态环境问题，为“治本”赢得时间，逐步
构建起大环保长效机制，最终实现绿色发展。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看完音乐剧后，现场观众纷纷点赞。观众

刘志辉说：“在那样一个特殊时期， 袁隆平坚
守信念，历尽千辛万苦，坚持不懈研究杂交水
稻，他这种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百折不挠的

奋斗精神值得大家好好学习。”观众黄依芳表
示很受感动， 她说，“今年已经88岁的袁隆平，
还在为科学事业辛勤奋斗， 是对劳模精神最
好诠释；我们要像他一样，保护豁达与乐观，对
梦想锲而不舍，对科学严谨认真。”

�荨荨（紧接1版②）目前还在继续下沉分支机
构，加大区域布局力度。

长沙银行第一大股东是长沙市财政
局，持股比例为21.4%；前十大股东包含2家
湖南上市公司； 其中友阿股份持股7.42%，

通程控股及其控股股东通程实业集团合计
持有长沙银行9%的股份。

2018年以来， 地方银行上市步伐明显
加速， 此前5月22日郑州银行首发过会；目
前还有10余家银行处于IPO排队状态。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省人大常委会拟作出决议

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

《湖南省地方立法条例》拟修改
●吸收相关领域专家参与法规起草
●合法性审批实行“一个口子对下”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姓埋名人

省知联会第四届理事会
第一次会议召开

黄兰香出席

我省成立兵工特种装备产业联盟
搭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交流平台，陈飞授牌

全省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再提速
到2020年实现14个市州全覆盖，陈文浩出席会议并讲话

陈文浩在衡阳调研督导环保工作时强调

集中火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历程

� � � � 1979年②———

恢复成立省人民政府：全省国民经济情况逐步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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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事件】
1979年12月22日至28日，湖南省第五届人

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长沙召开， 根据全
国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精神及 《中华人民共和
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规定，将地方的权力机关与执行机
关分开设置。 经国务院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
会改为省人民政府， 选举孙国治为省人民政
府省长，刘夫生、王治国、尚子锦、程星龄 、张
文光、曹文举、刘亚南、周政为副省长。

1980年2月6日，省委发出通知，就省直党
政群机构特别是原省革命委员会的机构进行
调整，改变名称，有的合并，根据需要新设若
干机构。 重新建立起与革委会完全不同的工
作制度、工作程序、工作作风。

1980年起，全省各市州、县市区也开始纷
纷撤销各级革委会， 恢复成立各级地方人民
政府。

【亲历】
谈到革委会的撤销， 首先要说说革委会

的设立。
87岁高龄的省政协原主席刘夫生是革委

会的“见证人”。 他回忆说，为了控制湖南当时
“混乱”的局势，更好地“调解矛盾、促进融
合”，1968年4月6日， 中央批准成立湖南省革

命委员会。 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
组成的革命委员会集党、政、财、文大权于一
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特殊产物。

1972年9月1日， 刘夫生从湘潭地委书记的
岗位上调至省革委会党委办公室，1977年当选
为省革委会副主任。“省革委会主要由政治工作
组、生产指挥组、办事组、人民保卫组等4个大组
和工交组、财贸组、卫生组等若干个小组构成，
下设农村办公室、财贸办公室、外事办公室、科
技局、公安局、民政局等机构，管理全省方方面
面的事情，像个‘大杂烩’。 ”刘夫生说。

1979年7月1日， 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
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若干规定的决议》，将地方各级革命委员
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1979年9月13日，
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过决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如果能
够作好准备工作， 也可以在一九七九年召开
人民代表大会， 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和将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

中央“定了调子”， 湖南迅速行动起来。
1979年末， 湖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
次会议在省军区大礼堂隆重举行， 选举产生
了新一届的省政府领导班子， 刘夫生当选为
副省长。 几天后，省革委会的牌匾被拿下，簇
新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挂牌亮相。

第二年，省政府一方面召开“县长会”，要
求各地尽快恢复地方政府、行政专署等市、县

级政府机构； 一方面撤销和改造了革委会的
“四大组”“N小组”，一批省政府下辖的厅局机
构陆续设立，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
重新得到任用，“官复原职”任厅局“一把手”。

恢复和新建人民政府及其办事机构，更
好地适应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
需要。“加强电力和煤炭的建设、鼓励棉麻等
轻工业发展、积极发展食品工业……”随后，
新的省政府领导班子确定了一系列调整国民
经济的举措， 刘夫生印象最深刻的是自己兼
任省煤炭生产指挥部副指挥长。

当年由于缺煤少电，湖南常年有1/3的工
业企业生产能力不能发挥出来， 有的工厂处
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当时的革委会已经注意
到了生产下降的问题，也采取了一些建电站、
多挖煤的举措。 ”刘夫生说，省煤炭生产指挥
部经过调研发现， 当时湖南煤炭生产存在的
最大问题是多年没有新增劳动力， 缺少一线
工人。于是，省里决定抽调2.5万名民兵下到煤
矿当矿工，民兵们3年一轮换，主要负责突击
掘进，迅速解决采掘失调的问题；全省还新建
或扩建数百个中小型煤矿，到1981年，全省产
煤量2409万吨，大大缓解了煤炭供应压力。

经过几年的调整， 全省国民经济情况有
了较大好转。 1981年同1978年相比，全省工农
业总产值增长20.5%， 平均每年递增6.4%；全
省轻工业总产值在整个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
由1978年的39.1%上升到4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