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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
员 刘泉子）省政府7月22日召开2019年土地卫
片执法工作警示约谈会， 对我省土地违法问题
严重的湘潭市、郴州市2个市，以及湘潭市岳塘
区（含湘潭高新区）、湘潭县，衡阳市珠晖区、雁
峰区、石鼓区、蒸湘区，邵阳市新邵县，郴州市桂
阳县、 嘉禾县9个县区政府主要负责人进行警
示约谈。

今年纳入省级约谈的标准是， 管辖区内违
法用地态势比较严重，整改到位率低，违法占用

耕地面积比例超过15%且占用耕地面积达500
亩以上的市州， 以及违法占用耕地面积比例超
过15%且占用耕地面积达100亩以上的县市区。

省政府要求， 被约谈的市、 县区要全面自
查、全力整改，10月15日前上报整改情况。10月
底前， 省自然资源厅根据对约谈地区查处整改
情况的验收结果，对在3个月内违法用地行为查
处整改不积极、不到位的地区，提出责任追究建
议名单， 并移交省纪委监委调查落实相关责任
人的党纪政务责任。

根据相关规定， 整改期间除违法用地补
办手续和其他特殊情况外， 暂停相关用地审
批，并实施增违挂钩，按比例暂扣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

省政府强调， 各地要切实增强依法用地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 被警示约谈的地区要认真履
职尽责，确保整改到位；全省自然资源系统要突
出标本兼治，健全长效机制，实施最严格的土地
管理，坚守耕地保护、规划管控、追责问责三根
红线，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

欧阳金雨

昨日，《规范乡镇（街道）职责权限实
施方案》 在湖南日报全文刊发。 其中一
条，“探索设立专门的审批服务机构，实
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吸引了笔
者的注意。

“一枚印章管审批 ”已在我省多地
试点 ， 最直接的举措就是成立行政审
批局 。 它集中了立项 、 招投标方式核
准 、报建 、施工图审查 、竣工验收备案
等各项审批职能 。 企业办理手续通常
在这一个部门里就能完成 。据了解 ，推
行 “一枚印章管审批 ”的地方 ，一般还
会建立承诺审批 、容缺审批等机制 。企
业在审批过程中缺少非关键资料 ，可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容缺 ， 限时补齐 。
“一枚印章管审批 ”， 无疑是优化营商
环境的良策 。

或许有人问，“一枚印章管审批”，这
不是对基层干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吗，别减负不成反增负呀？这样的担忧
有些多余。

“一枚印章管审批”，一则是信任基
层 。适当把权力交给基层 ，激发出更高
的工作效率，这是顺应国家提高行政效
能的大趋势。二则，行政审批局的设立，
更好地保护了基层干部。试点时有人质

疑，把各部门的审批权统一划归行政审
批局 ，会不会权力过大 ？待行政审批局
真正运转起来，人们发现背后有好多个
部门盯着 ，其实监督的力量更大 。审批
与监管相互制衡，能更好地压缩权力寻
租空间。

“一枚印章管审批”既是赋能，也是
减负。 它将基层干部从无谓的事务中解
脱出来，用干事创业的“获得感”振奋了
基层干部 。此前 ，许多基层干部在 “稿
来稿去 ”和开会陪会中分身乏术 ，消磨
了干事业的热情 。由此衍生出的 “靠开
会显重视 ，以材料论英雄 ”的考核潜规
则 ，挫伤了大家下基层 、干实事的积极
性 。“一枚印章管审批 ” 倒逼基层把有
限的人力 、物力 ，用在刀刃上 。比如 ，创
建了 “离企业最近的窗口 ”，初创企业 、
项目孵化更快 。今年1-5月 ，我省新登
记各类市场主体达29.7万户 ， 增长了
10.7%。这里边少不了一系列简政放权
举措的功劳 ， 更回应了基层干部为人
民服务的拳拳初心。

一叶知秋。该方案中，无论是建立权
力、责任清单，还是加强属地化管理、赋
予用人自主权， 条条款款都是为了推动
基层一线实际工作的落实。 推动基层治
理“脱虚向实”，想干事、能成事的干部将
更有奔头、更能脱颖而出。

坚守耕地保护、规划管控、追责问责三根红线

省政府集体约谈
土地违法问题严重的2市9县区

被约谈地区10月15日前要上报整改情况

为基层赋能，为基层干部减负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刘文韬
通讯员 李勇 景超平）7月22日至23日，
省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在湘全国人大代
表和省人大代表，在长沙开展“推动我省
智能制造快速发展”专题调研。省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莲玉，副主任王
柯敏参加调研。

调研组实地考察了长沙智能制造研
究总院，中兴智能、联智桥隧、中南智能
装备、大族智能装备、上汽大众、金龙铸
造、博世汽车部件等企业，重点了解企业
发展状况、 智能制造技术水平及面临的
主要困难和问题， 听取了省直有关单位
关于我省智能制造的情况介绍。

代表们对我省智能制造发展取得的

成绩给予肯定， 认为湖南智能制造有基
础、有亮点、有后劲。代表们建议，要注重
发挥法治引领、 保障和支撑作用， 在立
法、执法、司法、普法等各环节上与时俱
进，为各经济主体、创新主体打造平等、
公正、透明、可预期的法治环境。要更加
重视对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平等保
护，增强企业家信心，激发各方推进智能
制造的内生动力。要加大政策、资金扶持
力度，大力引进和培养专业化人才，加快
核心领域、技术的研发，夯实智能制造发
展基础。要注重整体规划、平台创建和技
术共享，加强智能制造生态体系建设，培
育一批智能制造标杆企业， 形成企业品
牌和行业品牌。

推动我省智能制造快速发展
在湘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开展专题调研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 （记者 邹靖
方）今天，全省工会参与道路运输安全三
年行动计划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副省长
陈飞出席并讲话。

2018年底，湖南应急管理、工会、
交通运输、 公安交警等部门联动，确
保道路运输安全。三年行动计划启动
以来，湖南各级交管部门深化推进源
头隐患清零 、路面秩序净化 、农村安
全守护、宣传警示曝光和社会协同共
治等专项行动，全力防范道路交通事
故发生。

当前，湖南道路运输安全形势整
体平稳 ，但交管压力依然巨大 。今年
前5个月， 全省道路运输行业共发生

各类事故55起，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
下降，但在同时段事故总量中仍占较
大比例。

陈飞要求， 各级工会组织要认真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站在
讲政治、顾大局、保稳定的高度，深刻认
识和把握做好道路运输安全工作的责任
感和紧迫感，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实
际工作中， 坚决扛起道路运输安全的重
大政治责任。 要以三年行动计划为切入
点， 组织动员包括工会在内的社会各方
力量，依靠广大职工群众，参与到道路运
输安全管理活动中， 筑牢道路运输的安
全大堤。

多部门联动确保道路运输安全
全省工会参与道路运输安全三年行动计划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

湖南日报7月2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谭柱 ）中国-FAO（联合国粮农
组织）-马达加斯加“南南合作”项目启
动。今天，农业农村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
在长沙举行仪式， 为湖南援外专家组授
旗，勉励他们为国争光。

此次湖南援外的9名专家和技术员，
分别来自省内农业、畜牧等部门和单位，
由长沙市水生动物防疫检疫站专家徐大
建担任组长。项目启动仪式上，家属代表
表示支持亲人远赴马达加斯加执行国家
援外任务。

农业“南南合作”是由FAO（联合

国粮农组织）发起的多边合作，旨在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粮食安全提供技
术支持。 此次启动的“中国-FAO-马
达加斯加‘南南合作’项目”，湖南共筛
选4名专家、5名技术员，组成“南南合
作”专家组，赴马达加斯加工作两年。
根据当地实际情况， 专家组将在杂交
水稻生产、畜牧生产、农业综合经营等
方面提供技术服务，落实办点示范，开
展技术培训。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
人表示，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加强湖
南与马达加斯加的农业合作， 加快湖
南农业“走出去”。

� � � �中国-联合国粮农组织-马达加斯加“南南合作”
项目启动

湖南9名援外专家和技术员“出征”

� � � � 【基地概况】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自1980年重新对外开

放以来， 已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
众5000多万人次。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位于长沙市宁乡花明楼
镇，馆区占地面积1300亩，主要包括以刘少奇
同志故居、 生平业绩陈列馆等为主体的纪念场
馆，以花明楼等为主体的旅游景观。

2018年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刘少奇
同志纪念馆重新布展。新陈列的主题是“共和国主
席刘少奇”，展线497米，展出图片400余张，展示文
物实物94件，文物复制件182件，汉白玉主题雕塑2
尊，油画8幅，艺术雕塑14尊，多媒体场景9个。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展览共分九个部分，
包括“走上革命道路”“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华北、华
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在党中央领导岗
位上”“参与创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党内公认的党建理
论家”“人民爱戴的共和国主席”。展览以生平为
主线，采用生平加专题相结合的形式，反映刘少

奇同志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展现他的光辉思想
和丰功伟绩。

2019年上半年，刘少奇同志纪念馆接待观众
210万人次。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以来，每天都有十余家企事业单位来馆开展活动。

【藏品故事】

落款“卫黄”的笔筒
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展厅里， 陈列着一只

松鹤图竹笔筒，是少年刘少奇在1916年的寒假
里精心雕刻的。笔筒上，一棵挺拔的松树下，一
只仙鹤傲然独立。 旁边刻有一首颂诗：“挺然百
尺之，松绕有生志；舞是千年之，鹤德少尘心。”
这只笔筒落款“卫黄作”。

少年刘少奇为何给自己取名“卫黄”？这背
后有一个爱国立志的故事。

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
接受了日本的“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中日交涉失败
的消息传到宁乡， 还在读书的刘少奇当即刺破手
指，含着热泪，写下了“誓雪国耻，毋忘国耻”的血
书。他和同学们一起走出校门，开展反日游行示威。

刘少奇曾取名“渭璜”。为了表明自己坚决
保卫中华炎黄子孙的志向， 刘少奇果断将“渭
璜”改为“卫黄”。从这时起，直至在保定育德中
学半工半读，他都使用学名“卫黄”二字。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吴静波 整理）

刘少奇同志纪念馆：

接待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观众———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刘少奇
少年时期刻
制的笔筒。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荨荨（上接1版）
座谈会上， 调研组详细了解了永州

市港洽周签约项目、落地项目、对接粤港
澳大湾区项目准备情况， 并就对接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困难和建议，与永州市参
会人员互动交流。

“要把‘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的要求体现在工作落实和解
决问题困难中，让主题教育的作用转
化为推进工作的实效。” 李微微对永

州在推进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
方面所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 她说，
希望永州继续做好总结，形成可复制
推广的好经验。 要加强统筹规划，聚
焦企业亟待解决的重点难点问题，调
动企业积极性 ， 更好地发挥企业作
用，降低企业发展成本，使企业安心
投资发展 ；拉长产业链条 ，推动产业
集群发展 ，形成特色园区，推动湘南
湘西地区高质量发展。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记者 李国斌 刘文韬

屋檐下，一位侗族汉子，右手扶着木门，左
手高举一盏马灯，向远方眺望。目光的尽头，是
渐行渐远的红军队伍。

这是通道转兵纪念馆里的一个场景， 再现
的是侗族汉子杨再能两次为红军带路的故事。
讲解员说，场景中，侗族阿哥杨再能的眼神里，
透出了丝丝期盼， 他盼望着有一天红军能再次
回到寨子里。

6月底，走过一段蜿蜒的山路，记者来到有
着600多年历史的通道侗族自治县芋头古侗
寨。 远远地， 就看到了一座高耸挺拔的芦笙鼓
楼，层层叠叠，飞檐翘角。

坐在芦笙鼓楼里的长凳上，72岁的侗族老
人杨正益， 清晰地回忆了他父亲杨再能为红军
带路的故事。

1934年冬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辗转来到
通道， 召开紧急会议， 毛泽东同志提出西进主
张，避开围堵，前往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这
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芋头侗寨就在红军西
进的路上。

“上世纪30年代，我们这一带土匪横行，国
民党还时不时来抓壮丁、抢东西，每次有当兵的
或拿枪的人来， 寨子里的人就会躲到附近的山
里。”杨正益说。

1934年12月11日下午，中央红军中革军委
第二野战纵队的一支部队来到了芋头侗寨，村
民又一次躲到了山上。“我父亲当时30多岁，年
轻胆大，又有功夫傍身，国民党来抓壮丁，我父
亲好几次都没被抓到。”杨正益说，当年红军队
伍经过时，父亲被安排留下守护寨子。

杨正益回忆，父亲发现红军进寨后，规规矩
矩，不抓人，不抢东西，用米用柴或者改善伙食
用点猪肉，从不白拿，都会留下银元，心中隐约
感觉红军是“好军”。

同寨的杨正颜回忆， 自己的母亲当时十几
岁，“看到红军割地里的冲菜（一种青菜）都会留
着根， 让菜可以再长起来。 而国民党军队经过

时，都是粗暴地把菜连根拔起。”
“红军的一位排长和气地告诉我父亲，红军是

穷苦老百姓的部队，能不能请他指条去贵州的路。
父亲一口答应了下来。”杨正益说。

从芋头侗寨去贵州， 要翻过寨子西边海拔
1000多米的太平山，山高路险，荆棘丛生，行走
十分艰难。路上，杨再能见挑担的红军战士累得
上气不接下气， 便主动要了一副最重的担子挑
上，同战士们一道艰难爬坡过坎。

茅草划破了手，乱石磨烂了脚，杨再能一声
不吭地领头带路， 直把红军部队送到了十多公
里外的黄门冲，告诉红军通往贵州的道路后，准
备回寨。

据杨正益讲， 当时已是冬天， 晚上又冷又
黑，红军留父亲吃了夜饭，考虑到父亲要走山路
回家，红军一位排长特意送他一盏马灯，还送给
他两块毛皮包脚取暖。

有了明亮的马灯照路，杨再能一路大步流星
回到家中，一觉睡到大天亮。上山躲藏的村民见
到杨再能安然回来， 又听他说起红军是支好部
队，大部分村民放下心来，下山回到了寨子里。

早饭过后，又有一支红军部队进到寨子里，
也要翻山去贵州。村民们夹道相送，还纷纷从家
中拿出红薯、苞米等干粮，硬要塞给红军战士。

得知部队需要人带路，杨再能二话不说，带
上马灯， 又选了一副重担挑上， 一头是锅碗瓢
盆，一头是子弹。尽管山路艰难，杨再能还是按
时把红军带到了黄门冲。“这次， 红军送给我父
亲一块大洋、一个干粮袋，还将炊事班的一个蒸
笼盖、 一口大塘锅和一个粉盘送给了我父亲。”
杨正益告诉记者。

“这盏马灯，我都用了十几年。”杨正益说，
自己12岁那年父亲去世，临终前，父亲交代母亲
要将马灯传给他，并要求他将来当兵入伍，做红
军传人。

父亲去世5年后，17岁的杨正益在衡阳参
军，成为一名迫击炮手。在部队熏陶历练了6年，
杨正益退伍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教师， 经常向
学生讲述红军故事，教学生唱红军歌曲。

这盏红军送给父亲的马灯， 杨正益特别珍
惜，经常叮嘱妻儿要好好保护。杨正益最小的儿
子杨标耳濡目染，后来也参军入伍。

1973年，县里征集红军长征文物，杨正益
一家把珍藏了30多年的马灯、蒸笼盖、粉盘等
与红军有关的物品捐献给了国家。

“我现在也有了孙子，等他长大，我要把我
父亲两送红军的故事讲给他听， 鼓励他也参军
入伍，报效国家。”杨正益说。

———记者再走长征路
两送红军

李夏涛 李国斌

走进芋头侗寨，石板路上，红军队伍的足迹
已无处寻访；古巷道中，人呼马嘶的声音也早已
消失。然而，两送红军的故事，一盏斑驳的马灯，
再次勾起了人们心中的陈年往事。

红军长征时期，所经之处，秋毫无犯。红军
队伍纪律严明，保护人民的利益，才有了经过芋
头侗寨时，杨再能两次挺身而出为红军带路。

那匆匆而过的身影 ，尽管发生在85年前 ，
却让侗乡人民久久不能忘却 。 在芋头古侗寨
的鼓楼里 ， 当杨正益老人向记者讲述红军故
事的时候 ，一旁坐着的一位纳凉的98岁老人 ，
一听说红军 ， 眼中闪现出光芒 ， 用侗家话说

着 ：“红军 ，我见过 ，是好人 。”
对于长征的精神和意义， 毛泽东同志是这样

总结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
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 发芽、长
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

确也如此， 红军长征在人民心中播种了信
任，在中华大地上收获了民心。鱼儿离不开水，
草木植根于大地。几十年来，我们的人民军队正
是依靠广大群众的支持， 才取得了一个又一个
胜利。人民群众的鼎力支持，是红军长征最终取
得胜利的力量源泉。

在新的长征路上， 党员干部要继承红军的
“播种机”精神，一切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才能不断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

■采访手记

播下爱民种子 结出拥军硕果

6月29日， 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村，
给红军带路老人杨再能之子杨正益正在向记者
讲述当年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6月29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双江镇芋头
村， 芋头侗寨
鼓楼。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