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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再走长征路

革命理想高于天
———解读红军长征壮烈“起步”

新华社记者 柳王敏 袁汝婷 黄可欣

1934年10月16日，中央红军从江西于
都出发， 至1935年新年的两个多月里，跋
山涉水，英勇战斗，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四
道封锁线。

在寻访红军长征起始阶段的征程中，
记者感动于红军壮烈的牺牲故事， 感奋于
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气概； 强烈感受
到，红军长征何以取得最后胜利。

顾全大局，不畏牺牲
红军战略转移先遣队的出发， 比中央

红军还要早两个月。
1934年8月，红六军团9700余人，由江

西遂川的横石和新江口出发， 突破国民党
军多道封锁， 来到湖南郴州市桂东县寨前
镇，在这里誓师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起到
了侦察、探路的先遣队作用。

桂东县党史专家罗健东说：“探路的队
伍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要讲大局、讲纪律，
要有不畏牺牲的精神。”

中央红军长征后，红二、六军团在湘西
发动攻势， 调动和牵制了敌人11个师又2
个旅的兵力，打乱了蒋介石的作战部署，有
力配合了中央红军在湘黔的行动。后来，红
二、六军团在湖南桑植县出发，挥师北上长
征，后编为红二方面军，实现了红军三大主
力的胜利会师。

记者在桑植县看到，昔日红二、六军
团长征出发地旧址已修缮一新。 当地各
级党员干部， 正为夺取脱贫攻坚的最后
胜利而奋战。 县扶贫办主任熊基林说：

“我们发扬的，正是红军舍小我为大我的
牺牲精神。”

勇于胜利，突破封锁
为围堵中央红军， 国民党军在红军前

进的路途上重兵设置了四道封锁线。
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突围后与敌军

发生战斗。25岁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洪超
献出了生命。 他是中央红军长征路上牺牲
的第一个师长。至27日，红军所有部队渡
过桃江，胜利突破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

荩荩（下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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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中央明确提出不划阶段、不分环节，
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
落实贯穿始终。这不是降低标准，而是
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让主题教育更具
针对性、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实行清
单式管理（即学习清单、调研清单、问题
清单、整治清单、整改清单），坚持一体
化推进，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列出学习清单。 要坚持以理论学习
打头、以理论学习贯穿、以理论学习带动、
以理论学习见效，在认真研读《习近平
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
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学习纲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本
地区本部门工作实际， 带着问题学，在
学习过程中联系实践中的困惑、工作中
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思考、调研，从中坚
定理想信念，端正发展观念，明确工作
思路，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真
正做到学用结合、以学促干。

列出调研清单。聚焦全省中心工作

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
主业主责和分管工作深入基层、深入群
众开展调查研究， 从而做到心中有数、
解决问题有招。同时要统筹抓好主题教
育与当前中心工作，做到两手抓、两促
进。

列出问题清单。 坚持问题导向，围
绕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的“四个
找一找”要求和中央巡视、生态环保督
察、脱贫攻坚督查、扫黑除恶督导等反
馈意见，深入检视问题，精准发现问题，
全面梳理问题，坚持从现在就改，有什
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
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

列出整治清单。重点是落实落细这
次主题教育列出的8个方面专项整治任
务，以及“提篮子”“打牌子”、围标串标、
涉砂涉矿涉股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以
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加以解决。

列出整改清单。要坚持边学边查边
改，明确整改任务、责任主体和时限要
求，细化整改措施，加强对整改落实事
项的监督检查、跟踪问效，确保逐项对
账销号。

列出五张“清单”
抓实主题教育

今年底前基本取消全省25个高速省界收费站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覃君松 陈舸

人民电业为人民， 是一代代电力人的初
心和使命。

近年来，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简称
国网湖南电力）党委初心不忘，创新国企党建
新模式，凝心聚力、砥砺前行，以高质量党建
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为湖南经济社会持续
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电力保障。 该公司荣
获2018年全国电力行业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
位，2019年该公司党委荣获湖南省直机关先
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强根固魂，打造国企党建标杆
去冬今春，雨水频频。
长沙电网供电能力提升行动重点工

程———浏阳市首座500千伏超高压变电站
建设， 面临长达140余天的雨水潮湿天气。
不少人担心，天气不利，按时投产怕是要打
折扣。

事实证明，这种担忧是多余的！6月24日，
该变电站提前完成项目建设， 投产送电，
刷新了500千伏变电站建设投产的国网速
度， 极大地提升了浏阳甚至长沙的供电能
力。

这， 只是国网湖南电力在急难险重任务
面前，敢啃硬骨头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和时间赛跑；一路
跑在前面的，正是众多的共产党员！”国网湖
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孟庆强
说，党建就是生产力，党建激活了企业内生
动力。

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是国有企
业的“根”和“魂”。

国网湖南电力7.3万名员工中有3.4万名
共产党员。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是否有力量，关
系到公司前途命运。

荩荩（下转6版）

旗帜领航 动力澎湃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建新模式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纪实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臧得志 夏春来）6月底， 南县三仙湖镇太
平桥村贫困户邓洪飞将稻田养殖的20多公斤
小龙虾卖给了附近收购商。“今年卖小龙虾赚
了近3万元钱。”邓洪飞说，加上稻虾米，今年
亩均纯收入将突破3200元。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 有低洼水田60多
万亩。近几年，该县大力发展稻虾产业。去年，
全县稻虾种养面积达50万亩， 产小龙虾8万
吨、稻虾米24万吨，综合产值超过100亿元，亩
均纯收益在3000元以上， 稻虾产业规模和影
响力在全国名列前茅。

为加快推进稻虾产业发展， 南县财政每
年安排2000万元以上资金， 支持小龙虾种苗
繁育、 品牌培育与推广、 产业招商配套项目
等，并以“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带动广大
农民参加。今年来，重点加强“七大工程”建
设，包括种苗繁育、标准化生产、投入品监管、
龙头加工企业培育引进、质量溯源体系建设、
产品研发提升、品牌打造与氛围营造等。

目前， 南县建成了集中连片万亩稻虾示
范基地7个， 千亩以上稻虾特色产业园33个，
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命名为“中国虾稻米之
乡”。该县“南洲稻虾米”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南县小龙虾” 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全县还有19个“稻虾米”、3个“小龙虾”
产品获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

南县发展稻虾产业， 有力促进了脱贫攻
坚。 全县贫困户共发展稻虾综合种养近2万
亩，已有1.5万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基本达
到一亩稻虾助一人脱贫的效果。

南县稻虾产业减少了化肥和农药投入，
促进了种植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提升了稻米
品质。据统计，从2017年以来，全县累计减少
使用化肥48960吨、农药223.2吨，秸秆利用率
从47%提高到100%，生态环境得到改善。

稻虾共生 产业富民
南县稻虾种养面积达50万亩，年综合产值超过100亿元，名列全国前茅

多一点责任意识，多一份安全防护
———关注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三）

湖南日报评论员

眼下，全省各地学校陆续进入放假模式，
每年暑假期间都是青少年溺亡事件高发期 ，
溺水已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 “第一杀
手”。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社区和乡镇，都
要织密安全防护网， 切实肩负起帮助孩子安
全顺利度过假期的责任。

湖南水域面积广，山塘、河汊多 ，预防溺
水点多面广难度大。但“难”不是“挡箭牌”，况
且这一问题“抓”与“不抓”，结果显然不一样。
怀化市从2017年起将做好全市中小学生防溺
水工作提升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 ，织
就一张由市县、乡镇主要领导牵头，教育行政
部门、 学校及学生家长组成的强大的防溺水
安全网，三年时间，全市未成年人溺水事件大
幅度减少。事实证明，只要政府、学校、家庭共
同作为、敢于较真，完全可以将对未成年人的
意外伤害降低到最小程度。

当然 ，保护未成年人安全 ，绝不仅止于
预防溺水，交通安全、食品安全、预防高空坠
落、警惕伸向孩子的黑手等方方面面都不能

忽视。
未成年人辨别能力差、自我控制力弱，为

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如今，在对待孩子问题上有个很奇怪的现
象，人们极度关心关注自家的孩子，却对 “别
人家的孩子”十分淡漠。现实生活中 ，明知不
能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但一些烟酒店老板
为图蝇头小利就敢置法令于不顾； 明知淫秽
暴力读物、网站会损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甚至
引诱其走上犯罪道路， 但向青少年兜售传播
这些东西的行为却屡禁不止； 明知酒吧网吧
严禁青少年进入， 但一些酒吧网吧经营者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给钱就让进。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 这本是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
也是我们祖先构建和谐社会的智慧。 在倡导
自律的同时，还必须将刚性的法律挺在前面。
事实上， 惩处这些有悖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现
象，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关键是这些法律并
没有得以严格执行， 以至于一些明知有悖公
序良俗、 有违法律法规的现象见多不怪 。当
然， 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公民都拥有很高道德

水准。但就像交警部门查酒驾一样，严抓严管
就能形成震慑作用。

身处信息时代， 为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
成长环境， 尤其需要高度重视电子信息产品
的两面性。一些为人父母者为了省事，将孩子
交给平板电脑或者手机游戏。殊不知，有些不
良的网络游戏， 在给家长带来片刻安宁的同
时，夺走了孩子对生命的正确认知。过度沉迷
网络游戏的孩子，对生命是淡漠的，他们不珍
惜自己生命更不珍惜他人的生命。自杀事件、
青少年犯罪、校园霸凌事件等等的背后，都是
对生命的漠视。

这两天，一起涉嫌猥亵女童事件，让人们
在对衣冠禽兽切齿痛恨的同时， 也为娇弱的
花朵被摧残深感痛心， 更加意识到保护未成
年人的迫切性。

孩子属于家庭，更属于国家和社会，为孩
子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给孩子多一份
安全防护，帮助他们顺利成长，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 从政府职能部门到社会各界都亟须
行动起来， 共同为未成年人构筑一张安全防
护网。

� � � � 湖南日报7月4日讯（记者 冒蕞 刘笑
雪）今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许达哲在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医疗保障局
调研时强调，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高质量做好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医疗保障等民生工作，以实绩实效为
党分忧、为民解困。

省领导谢建辉、吴桂英，省政府秘书长
王群参加调研。

调研中，许达哲走访了服务大厅，查阅
失业保险申领登记表等工作材料， 与窗口
值班人员面对面交谈，询问养老、医疗、失
业、工伤、生育等各类保险业务经办流程、
办理数量、是否实现线上办理等，并向前来
办事的群众了解事项办理满意程度。

在与省人社厅、 省医保局干部职工的
座谈中， 许达哲向奋战在工作一线的同志
问好，对大家工作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他
指出，机构改革以后，人社、医保部门职能
变化很大、任务更聚焦、挑战更大，大家要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
彻到具体工作中、落实到三湘大地上，紧扣
主题教育总要求， 对照中央要求和群众期
盼，查找和检视问题，狠抓整改和落实，围
绕服务高质量发展做好各项工作， 确保取
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许达哲强调， 要抓好就业这个最大的
民生，坚决落实稳岗补贴等政策，做好大学
毕业生、农民工等群体就业保障工作，加强
对困难群众、弱势群体就业援助，强化就业
失业情况监测，密切关注全省经济运行、企
业生产经营及用工、农民工返乡回流情况，
积极防范应对规模性失业风险， 保障劳动
权益，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要织密织牢社
会保障网络，做好参保征缴扩面工作，落实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政策，加快企业
养老保险省级统筹， 推进职业年金市场
化投资运营， 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
制度，加强基本医疗服务供给保障，加强
医药流通及市场监管， 着力解决医疗保
障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要做好
人才服务工作， 围绕创新型省份和制造
强省建设，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氛围，引
进急需、紧缺的科技人才，培养实用技能
人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要不
断提高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 助力打好
精准脱贫攻坚战，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加快
“一件事一次办”改革，推动行政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清单管理及数据共享， 提升社
保、医保经办能力和服务水平，改进服务作
风， 建设适应新时代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
干部队伍。

� � � �
� � � � 7月4日11时48分， 随着一声
悠长的汽笛声， 装载有42个集装
箱的湖南特色产品中欧（株洲）国
际货运班列在株洲中车物流基地
缓缓启程。 经13天、1.1万公里行
程后， 这趟列车将驶抵此行目的
地———白俄罗斯。 这是继长沙、怀
化之后，我省第三条直达欧洲的铁
路货运班列。
李永亮 颜常青 刘天胜 摄影报道

中欧（株洲）国际
货运班列启程

许达哲在省人社厅和省医保局调研强调

以实绩实效为党分忧为民解困

两度连线红土地，初心如歌唱大风
■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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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再走长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