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地概况】
今年上半年， 贺龙纪念馆共接待观众约

80万人次，自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以来，观众接待量同比增长近35%。

贺龙纪念馆坐落在张家界市桑植县，是全
国唯一系统展示贺龙同志生平业绩的纪念场
所。纪念馆共分为九大部分：桑之骄子；北伐名
将；南昌起义总指挥；创建革命根据地；率部长
征；威震抗日战场；征战大西北解放大西南；人
民功臣；永远活在人民心中。贺龙纪念馆现有
馆藏文物 3148�件，在这里，观众可以参观《贺
龙元帅生平业绩陈列》《奇迹———中国工农红
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历史陈列》等基本陈列。

近年来，贺龙纪念馆立足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建设、管理和使用，在陈列展览、宣传教育、
文物馆藏和保护利用、学术研究、文创产业发
展和免费开放管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藏品故事】

一份见证忠诚的
《党员登记表》

在贺龙纪念馆里，陈列着这样一份《党员
登记表》，历经90多年风雨沧桑，泛黄的纸面上

“贺龙”二字却依然清晰。
1927年，阴云笼罩大地，蒋、汪伪政府相继

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无数共产党人
被通缉、被逮捕、被囚禁、被屠杀，革命转眼间
被浸泡在血泊中。此时的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
20军军长，拥有7000多兵力，是当时各方势力
竞相争取的对象。为拉拢贺龙，蒋伪政府给出
的条件可谓丰厚：高官、洋楼、江西省政府主
席，只要贺龙点一下头，一切都会归属于他。

然而， 关乎民族命运的南昌起义一触即

发，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流合污，享受高官厚
禄？还是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着共产党在南
昌举行起义，从此踏上一条生死未卜的革命之
路？贺龙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南昌暴动建新军，从此工农始有兵。”在
中国革命最低潮的时候， 中华民族面临危险，
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贺龙同志毅
然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我党领导武装斗
争的第一枪，为我党、我军作出了卓越贡献。

1927年8月27日，经周逸群、谭平山介绍，
在江西瑞金绵江中学，贺龙正式加入中国共产
党，郑重地递交了这份《党员登记表》，并凝神
肃立，面向党旗，庄严宣誓：“牺牲个人，努力革
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
党。”从此，贺龙元帅把脚迈进中国共产党的大
门，开始与党患难与共，不离不散。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晗 通讯员 李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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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共中央纪委机关 、中共
中央组织部 、中央 “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印发 《关于第
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开好 “不忘初心 、
牢记使命 ”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 》，
提出要 “以对党 、对事业 、对同志 、对
自己高度负责的态度 ，拿起批评和自
我批评的武器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
斗争 ”。 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提供
了遵循 。

民主生活会是我党在长期革命
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 ，是增
强党生机与活力的法宝 ，是党员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组织制度 。开好主
题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 ，是作为领导
班子和党员领导干部 “守初心 、担使
命 ，找差距 、抓落实 ”的一次政治体
检 ，是检验主题教育成效的一项重要
内容 。

当前，少数单位的民主生活会丢了
“原味”、少了“辣味”，往往是“客套话开
头、奉承话居中、希望话结尾”的“格式
化”形式，使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利
器刀刃生锈，成了“钝刀”割肉。更有甚
者，会前预先“彩排”，相互“沟通”、反复
“拿捏”，考虑是否“上得了台面”，在批
评的“度”上煞费苦心。

好好的 “利刃 ”成了 “钝刀 ”，究其

原因 ，首推 “好人主义 ”作祟 。一些人
只栽花不栽刺 ，抱着你好 、我好 、大家
好的心态 ，只拣好话说 ，甚至充当 “化
妆师 ”， 为其他同志的缺点 “擦脂抹
粉 ”，搞无原则的 “一团和气 ”。其次是
丢失了 “忠诚干净担当 ”的政治品格 。
有的同志不敢说真话 ，挺不直党员的
胸膛 ，抱着明知不对 、少说为佳的态
度 “和稀泥 ”，对下级宠顺 、对上级捧
迎 ，对同级哄抬 ，面对明摆的不良现
象也往往是忍让 。

“刀不磨，会生锈。”用好批评与自
我批评这一利刃，一是要克服“怕”字。
敢于刀刃向内，本着敢“丢面子”、勇“当
靶子”的态度，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
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打扫思想上
和政治上的灰尘，检身改过、日进日新。
二是拿出“诚心”。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要
求，检视问题，深刻剖析，做到听得进意
见，不避讳问题，把宝贵的批评意见作
为“苦口良药”，拿出闻过即改的决心、
雷厉风行的作风、扎实有效的行动立行
立改。

“观于明镜，则瑕疵不滞于躯；听于
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惟有形成“知
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
戒”的良好氛围，“利刃”才不会变为“钝
刀”， 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取得实实在
在的成效。

莫让“利刃”变“钝刀”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任彬彬 记者
胡宇芬） 省科技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关于科技创新的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着力抓好落实，主题教育
稳步推进。

今年省科技厅启动了新一轮科技计划改革，
整合设立创新型省份建设专项。对省科技重大专项
形成机制进行深入改革，改变以往的“海报”为定向
申报，瞄准重大战略实施，定向启动了“超级地下工
程智能成套装备”等三个省科技重大专项。在长株

潭自创区新布局实施湖南光电集成研究院、中小航
空发动机研发等一批标志性科技创新平台和项目。
1至6月，我省“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完成投资
和研发投入均超过全年目标的一半，新增销售收入
约85亿元，新增就业约2.5万人。

省科技厅深入实施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
入、科技成果转化年等专项行动，着力破解科研
经济“两张皮”。1至6月，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
速比规模工业增速快3.8个百分点。2094家企业
申报研发奖补资金，同比增长84%；拟奖补企业

1800家，拟奖补资金6.04亿元；首次启动高校科
研院所研发财政奖补资金申报， 至此实现了对
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三大类创新主体的全覆
盖奖补。聚焦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精准发力，重
点开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办法》的修订，在主题教育调研中
查摆问题， 完善国有企事业单位科研人员股权
和分红激励政策。截至6月30日，我省完成技术
合同认定登记数和实现技术合同交易额， 分别
同比增长42.85%、167.66%。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龚杰媛）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启动
以来， 省发改委在主题教育学习中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结
合湖南发展改革实际，以问题为导向，对标找差
距、逐条抓整改，以推动湖南高质量发展的成效
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转化了一批政策措施。如，针对营商环境中
的不足，出台实施了《湖南省“优化营商环境执
行年”行动方案》；针对居民消费潜力激发不够，

出台了《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激发居民
消费潜力行动计划》； 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瓶颈，
出台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
案》；围绕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是否“稳得住”，出
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
的若干意见》。

推动了一批重大项目。针对推进产业项目建
设存在的短板， 筹备召开了全省产业项目建设推
进现场观摩会，增补三干一轨一机场、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 长岭—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航煤管道

工程等一批具备条件的项目列入今年省重点建设
项目名单。目前，这批增补项目正顺利推进。

解决了一批民生问题。 针对5月至6月大部
分市州的食品价格涨幅突破6%的情况， 督促指
导各市州及时启动价格补贴联动机制， 对低收
入群体发放价格临时补贴1.1亿元， 惠及困难群
体282.5万人。

通过征求意见、自我检视、谈心谈话汇总梳理
初步问题，并结合专项整治，省发改委共检视出24类
131个具体问题。计划到8月底前可整改完成90个。

省发改委：

推动高质量发展 检验主题教育成果

省科技厅：

着力破解科研经济“两张皮”

———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今天下午，省委民主法
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召开全体会议。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副省
长许显辉出席会议。

我省民主法制领域改革稳步推
进，截至2018年底，共完成改革任务
42项。2019年， 专项小组承担改革事
项共6项， 其中由省司法厅牵头的推
进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
执法决定法制审核“三项制度”改革，
已印发《实施方案》并着手实施；其余
5项， 各有关单位均采取有力措施稳
步推进。

黄兰香在讲话中指出，要进一步
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改革定力。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关于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要论述，形成推进改革的高度
自觉，坚定改革决心和信心，扎实推
进各项改革任务。要进一步把握工作
要求，提升改革实效。要严格按照中
央决策部署和总体设计， 精心制定
“施工图”，逐一明确时间表、任务书，
有序推进。同时，要力戒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紧密结合湖南实际，注重体
现湖南特色，打造“湖南样本”。要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强化改革保障。
要一步一个脚印、不折不扣地把年度
各项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见到实效，
推动民主法制领域改革工作取得新
进展。

� � � � 黄兰香在省委民主法制领域改革专项小组
全体会议上强调

不折不扣落实各项改革任务贺龙纪念馆:

开国元帅戎马一生
革命路上见忠诚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记者 曹娴）省突出环
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
整改办）近日决定，对株洲陈埠港污水溢流直排
等17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挂牌督办； 同时
对年初已挂牌督办的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
警示片涉及岳阳、益阳未完成的4个问题，继续
实施挂牌督办。

近日， 省整改办对部分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整改情况进行了现场督导， 发现有的地方仍然
存在思想认识不深、整改不严不实、攻坚力度不
足等问题。 如省级环保督察给14个市州反馈的
611项整改任务中，有近10%超期未完成或未达
序时进度。对此，多位省领导明确要求采取挂牌
督办形式，抓紧推进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

此次挂牌督办的问题， 主要来源于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回头看”反馈问题、长江经

济带生态环境突出问题、 全国和省人大水污染
防治法执法检查指出问题、 省级环保督察超期
未完成整改问题、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
问题清单等，涉及株洲、湘潭、衡阳、郴州、岳阳、
常德、益阳、娄底、邵阳、怀化、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等11个市州，包括黑臭水体治理、污水集
中处理设施建设、违法排污口整治、饮用水源地
保护等多个方面。 根据挂牌督办问题整改进展
情况，还将对整改措施不力、进展仍然滞后的地
方政府进行约谈。

下一步，省整改办将建立完善通报、督办、
曝光、挂牌督办、约谈、区域限批、调查问责等系
列长效制度， 综合运用各种推进办法， 传导压
力、倒逼责任、动真碰硬，强力推动突出问题整
改到位。

湖南日报8月13日讯（通讯员 陈颖昭 记者
曹娴）为推进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压实
整改责任，8月12日召开的全省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综合督查动员会透露，经省政府同意，从即日
起， 对各市州生态环境突出问题开展为期一周

的综合督查。
本次综合督查主要包括：污染防治攻坚战

“2019年夏季攻势”任务整治进展情况，各市
州党委、政府推进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回头看”
及洞庭湖生态环保专项督察反馈的41个问题

整改及交办的重点和重复信访件办理情况，长
江经济带警示教育片指出的问题和全国及省
人大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指出问题整改情
况等。7个督查组将带着问题清单，直奔现场明
察暗访。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省环境保
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邓立佳表示，
各督查组针对督查问题要坚持做到6个“必须”：
违法行为必须及时制止并依法查处， 环境污染
隐患必须予以消除，生态破坏必须得到修复，群
众的环境合理诉求必须得到回应和解决， 整改
情况必须信息公开， 涉及责任追究必须落实到
位。

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

对21个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进行挂牌督办

我省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开展综合督查

聚焦“2019年夏季攻势”任务进展、中央生态环保督察
“回头看”问题整改等

左图：2017年5月4日，贺龙纪念馆。 通讯员 摄
上图：贺龙元帅的《党员登记表》。 通讯员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金融服务与创新能力不断提升，推

动贷款增长。1至7月，全省民营企业贷
款新增730.2亿元， 同比多增409.9亿
元。7月末，全省普惠口径小微企业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24.9%，快于同期各项贷
款增速9.9个百分点； 全省制造业贷款
余额同比增长5.4%， 增速比上年同期
提高3.4个百分点。

贷款增长，还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
加速补短板。在不增加地方政府隐性债
务规模的前提下，全省金融机构为基础
设施补短板项目提供全方位、可持续的
金融服务。7月末，全省基础设施类贷款
余额9197.5亿元，同比增长10.3%，占对
公贷款余额的38.1%；1至7月基础设施
类贷款新增765.6亿元， 同比多增27.8
亿元。

荨荨（紧接1版②）审议了省政协履职质
量综合评价指数体系（草案）；通报了
全国政协重大专项工作委员宣讲团
湖南宣讲活动情况；审议了湖南省庆
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座谈会方案
（草案）； 审议了专委会委员调整事
项。

李微微说 ，要学深 、悟透 、做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
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确保湖南政协
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

以庆祝人民政协成立70周年为契机，
更好把握人民政协新方位新使命，引
导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
员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继续发挥
专门协商机构优势，展现新时代湖南
政协的新担当、新作为、新样子；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把每年的重点履
职活动做新做出彩；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贯穿工作始终，在
学习上再下硬功夫，推动真整改。

新校建成 学位大增
8月13日，长沙高新区岳麓大道和麓谷大道交会处东北角，博才云时代小学主

体建设以及内外装修已完工，教学设施设备开始有序进场。今秋开学，长沙高新区
将新增博才云时代小学和湖南师范大学附属高新实验小学两所公办小学， 新增学
位近3800个。 田超 李鑫 摄影报道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