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红色传统
发扬好、红色基因传承好，让革命事业薪火
相传、血脉永续。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视察
时曾深情地说 ：“湖南人杰地灵 ， 毛泽东 、
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革命
家都诞生在这里，我们要弘扬老一辈革命家
的崇高风范，增强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以更加饱满的精神做好各项工
作。”进入新时代，湖南这样一片红色土地，
如何按照总书记的指示要求，把毛泽东同志
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
承好，把他们为之奋斗而开创的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我们共产党人
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
温这些伟大历史， 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
量，在精神上、思想上、灵魂上受到洗礼。传
承红色基因，对湖南这片热土上的共产党人
来说，有着格外特殊的意义。湖南是毛泽东
同志的家乡，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过重要
贡献，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之一；从三
湘四水走上历史舞台的共产党人如璀璨繁
星、光彩夺目，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彪炳
史册、光照日月的贡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的星
星之火， 就是在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点燃
的；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南暴动、桑植起
义等，无数革命先辈舍生忘死、向死而生；在
湖南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留下了“断肠将军”
陈树湘的壮怀激烈，留下了“半床被子”的鱼
水深情。可以说，一部湖南共产党人的历史，
就是为民族谋解放、为人民谋幸福而前仆后
继、英勇奋斗的历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使命。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把“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写进党代会主题，首先就是要铭
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建

立的伟大历史功勋；铭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
活是先辈们用血汗换来的，永远不能忘了脚
下这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红色土地，进而号召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永
怀赤子之心、永葆奋斗激情，奋力建设富饶
美丽幸福新湖南。

红色基因绝非抽象的概念，更不是尘封
于故纸堆里的遗存，而是共产党人精神与信
仰的密码。过去，我们的父辈凭着一股“革命
加拼命”的大无畏精神，一辈子吃了两辈子
的苦 ， 硬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干出了
“两弹一星 ”；改革开放四十年 ，我们凭着
一股闯劲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走出了一
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 当前， 我省
正处于推进 “三大攻坚战 ”、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如何防止和克服精
神懈怠的危险 ， 始终保持那么一股不服
输、 拼到底的精气神， 需要我们激活红色
基因，激扬奋斗精神。

对比历史与现实，“糖弹”的考验，绝不
亚于“枪弹”的考验；名与利、得与失的考验，
有时也不亚于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 面对各种风险挑战的考验，
我们必须敢于刀刃向内， 勇于开展自我革
命，修炼好共产党人的“心学”，传承好共产
党人的红色基因。只有这样，才能消除一切
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
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构筑起共产党人
的精神殿堂，唤起无坚不摧的红色能量。

发扬红色传统，需要革命纪念地作为载
体，但并不是把革命历史纪念设施建设得越
“高大上”越好，而是要深入挖掘其所蕴含的
革命精神和教育价值， 使之能够常用常新，
用以滋养精神家园，凝聚奋进力量。传承红
色基因，不是举面旗、喊喊口号、做做样子，
拍照“留念”后就“忘”之大吉，而是要与历史
深沉对话，与伟人心灵相通，真正使灵魂深
处受到洗礼， 让红色旅游成为厚植红色基
因、激活初心使命的赋能之旅。

红色基因，决不是保守的指代，而是进
取的象征。党领导人民奋斗的历史就是一部
改革创新史。“敢为人先”的湖南人，传承和
发扬红色基因，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
传承和发扬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和改革创
新的精神，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一百年充满艰辛，一百年创造辉煌，一
百年举世无双”。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的
铿锵声音，道出了湖南人民的心声。中国共
产党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周年，“千秋伟业，百
年恰是风华正茂”。 只有传承和发扬好红色
基因， 我们才有底气写下俯仰无愧的新篇
章， 用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告慰先烈、告
慰历史。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
讯员 李飞）8月6日， 省扶贫办公布省政府
批复，同意石门等5个县脱贫摘帽。喜讯传
到山城石门，当地干部群众扬眉吐气，奔走
相告。

石门县地处湘西北， 少数民族人口过
半， 是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重点县之一。
2014年，全县精准识别贫困村122个、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26724户82300人，综合贫困
发生率达14.4%。近几年来，石门县委、县
政府按照中央及省委、 省政府的决策部
署，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
生工程来抓， 一切工作围绕脱贫攻坚、一
切工作服从脱贫攻坚、一切工作服务脱贫
攻坚。今年6月下旬，在国家6部委组织的

专项检查评估中，该县综合贫困发生率降
到了0.9%， 群众认可度达96.48%， 错退
率、漏评率为零，符合贫困县退出条件。在
我省武陵山片区国家级贫困县中，石门县
率先摘掉了贫困帽。

为打赢脱贫攻坚这场硬仗， 该县成立
了以县委书记为政委、 县长为指挥长的脱
贫攻坚指挥部，下设产业扶贫等9个分指挥
部， 由分管县级领导任分指挥长， 一定两
年、 包块负责。133家县直单位全部参与扶
贫，954名干部职工常年驻村帮扶，26903名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实现了所有贫困村有
驻村帮扶工作队、 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有
党员干部结对帮扶。同时，该县将脱贫攻坚
工作纳入各级党组织书记抓党建述职必述

内容、考察识别使用干部重要内容，全面压
紧压实县乡村三级主体责任、 县级领导和
科局长干部联乡包村责任、 帮扶工作队驻
村帮扶责任、党员干部结对帮扶责任。

近几年来，石门县整合资金15亿元，实
施扶贫项目1936个。目前，全县316个村均
发展了1个以上主导产业。同时，完成易地
扶贫搬迁3135户9882人， 实施危房改造
14436户 , 并完成331个村安全饮水提质、
112个贫困村电网改造。该县还建立了贫困
人口就医“先诊疗后付费”“一站式”结算制
度，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住院平均实际报销
比例达84.04%。通过劳务输出，帮助贫困人
口转移就业6400余人, 并对农村低保9707
户13298人，进行兜底保障。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
讯员 张雪珊）近日，邵阳市双清区渡头桥
镇两塘村党总支书记封明带着2名党员技
术员，来到东烨种植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
封明介绍， 全村78户贫困户通过村里香葱
基地、无花果基地等党员“创业带富”联合
体的指导和帮扶，去年全部脱了贫，今年继
续巩固脱贫成果。

近年来， 双清区致力发挥农村党员在
脱贫攻坚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实施“创业带
富”计划。按照政治素质好、带富能力强、协
调能力强的“一好双强”标准，选优配强基
层党组织“领头雁”。全区农村基层党组织
书记中，致富能人达80%以上。

同时， 双清区积极引导党员立足各自
优势，在脱贫攻坚一线发挥好带头脱贫、带
领脱贫的作用。已致富党员采取领办产业、
辐射带动方式，带领贫困村民一起干；已脱
贫党员采取引领帮扶、现身说法的方式，帮
助贫困村民破除“等靠要”思想，树立脱贫
信心； 有专业技术的党员则为贫困村民发
展产业提供技术指导和培训。 区里还从项
目、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鼓励和支持农
村党员领办创办专业合作组织和家庭农场
等，发展特色扶贫产业。

据统计，去年来，双清区农村党员牵头
组建扶贫经济合作组织11个，领办致富产业
15个，建立乡镇电商服务站5个。火车站乡前

进村党员田晶晶和哥哥田苏洲靠养殖致富
后，成立邵阳振兴养殖有限公司，去年以“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带领村民养殖藏
香猪、宁乡猪和乌骨鸡。区扶贫办负责购买种
苗发给贫困户，公司负责为贫困户提供养殖
场地、技术指导和收购销售。贫困户孙春娥掌
握养殖技术后， 今年她和公司签约养了3头
藏香猪崽，预计可增收1万元以上。

按照“党支部+产业+专业合作组织+
贫困户”的模式，去年来，双清区1100多名
农村党员主动为贫困户提供资金、技术、就
业帮扶等，服务5200多人次。去年，该区9个
贫困村全部出列， 被评为全省脱贫攻坚先
进县(市、区)。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
员 蒋彦阳）第二批省级环保督察自7月25日
启动以来，时间已过半，目前各督察组已下
沉至各市县区，开展实地核查。被督察地区
积极落实环保督察交办件，立行立改，解决
一批突出环境问题。

8月5日近午时，当省第五环保督察组再
次来到娄底市娄星区万宝镇龙井龙潭养猪
场督察时，6辆车装有180头生猪，已经运至
该市庆阳牧业公司进行集中宰杀。万宝镇政
府表示， 养猪场将在8月10日前将900余头
生猪全部进行转运或宰杀，对因排污受损的
田地进行无害化处理后恢复耕种，12日前对
该养猪场功能性设施进行拆除，并进行关闭
封存、现场清理。

8月4日， 省环保督察组对龙井龙潭养

猪场进行督察，将该养猪场存在的环境污染
问题进行了交办。万宝镇积极作为，根据新
修订的《环保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
规要求，立即对该养猪场进行退养处理。

7月30日，省第六环保督察组指出永州
市零陵区富锰渣非法小高炉存在拆除不到
位的问题。零陵区迅速行动，全面整改，目
前已拆除40余家企业的非法小高炉。8月6
日上午，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赵应云前往
零陵区的5家企业，暗访非法小高炉整治进
度。现场察看发现，有的企业正在对生产机
器设备进行分割拆除， 有的则在转运拆除
下来的废旧钢铁和原料。赵应云表示，整治
非法小高炉既要拆除彻底、清除彻底，后续
还要对场地进行植被复绿， 避免出现二次
污染。

湖南日报8月7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
员 杨粲）省防指6日发布：根据监测分析及
市州上报的情况，受上周降雨影响，长沙、岳
阳、常德、怀化、永州、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等市州干旱有所缓解。但由于降雨分布不
均，局地干旱仍维持。截至8月6日，全省仍有
40个县市区共201万亩农作物受旱，与上周
相比，减少了46万亩。干旱主要集中在湘潭、
湘乡、涟源、新化、衡阳、衡山、醴陵等县市。

7月以来， 全省平均降雨174.8毫米，与
历年同期基本持平，但湘潭、衡阳、邵阳、娄
底、益阳、怀化等市偏少两成以上。会同、芷
江、 醴陵等县市部分地区20余天未产生有

效降雨。
各类水利工程蓄水偏枯， 目前全省以灌

溉为主的水利工程共蓄水114.67亿立方米，
较历年同期偏少26%。其中，纳入干旱监测的
89座以灌溉为主的大中型水库共蓄水37.62
亿立方米，较历年同期偏少22%，官庄、黄材、
水府庙、酒埠江等大型水库偏少四成以上。

据省气象部门预测，8月份我省降雨分
布不均，中、北部地区降雨偏少，干旱有可能
维持，其他地区降雨偏多，其中湘东南部分
地区偏多两至三成，尤其是下半月台风影响
我省南部地区的可能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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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发力摘贫帽
综合贫困发生率由14.4%降至0.9%

党员创业促脱贫
去年来1100多农村党员帮扶贫困群众5200多人次

8月7日，攸县鸾山镇江冲村，村民在黄桃产业扶贫示范基地采摘黄桃外销。近年，该村通过土地流转，采取“公司＋农户”
的模式，带动87户贫困村民种植黄桃400余亩，去年全部脱贫。目前，全村黄桃年产量达3.5万公斤，种植户每人年均可增
收3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陈运兰 摄影报道

人民日报“宣言”署名文章

风雨无阻创造美好生活

传承红色基因
不忘初心使命

——十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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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收
干劲足

湖南日报8月7日讯（记者 邓晶琎）中国
长城科技集团等500强企业在湘落地开工；
哈工大机器人集团(岳阳)军民融合装备制造
基地及创新中心签订首笔订单……今年来，
全省上下统一思想、深化认识，切实扭转过去
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依
赖，把产业项目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形成
了比学赶超抓项目、兴产业的浓厚氛围。

今年是我省“产业项目建设年”。作为活动
主要牵头单位的省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介绍，全省发改系统坚决反对基础设施建设中

的不切实际现象，积极引导各地把投资工作重
点转移到激活民间投资、发展实体经济、优化
发展环境、降低营商成本以及强弱项、补短板
等重大民生实事上来，不断优化投资结构。

为防止“拍脑袋”定项目，省发改委完善
决策机制， 责成各市县政府部门限期出台并
上报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决策程序、 政府投资
项目审批及概算管理等相关制度。

为防止盲目铺摊子、上项目，省发改委对
超越发展水平、 增加政府债务负担的PPP项
目实行“停、缓、调、撤”；对有现金流、不增加

财政支出负担的PPP项目，尽快发布清单，并
实行跟踪监管和动态调整。

通过以“五个100”为抓手的“产业项目
建设年”活动深入开展，全省上下思想认识不
断深化，积极转变发展思路，有力纠正政绩观
偏差。省直部门出台具体方案、密集调度督促；
各市州放大重点项目笼子， 建立责任考核机
制，增加民间投资、产业投资、民生投资等方面
的指标权重，有力促进了动能转换，切实扭转
了过去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惯
性依赖，有力支撑了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

上半年，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3%，高于全国投资增速4.3个百分点，增速
居全国第12位。其中工业投资、民间投资分别
增长23.4%、20.7%，同比加快18.4个百分点和
9.2个百分点。

扭转依靠基础设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惯性依赖

全省抓项目兴产业蔚然成风

立行立改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龙井龙潭养猪场迅速转运、宰杀900余头生猪

零陵区拆除40余家企业的非法小高炉

近期降雨缓解局部旱情
省防指要求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

石门

双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