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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层党组织是
党的执政大厦的“钢筋地基”，担负着直接
教育党员、 管理党员、 监督党员和组织群
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等重要
职责。基层党组织坚强有力，党的执政根基
就会坚如磐石。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省各级党委紧紧
围绕中央部署安排， 把全面从严治党落实
到每个支部、每名党员，形成了大抓基层、
大抓支部的态势，取得了全面进步、全面过
硬的成效，广大基层党组织发挥了改革“先
锋队”、社会“稳压器”、脱贫“引路人”的作
用。但也要清醒看到，有的村党组织带头人
素质不高、能力不强，说话没人听、办事没
人跟；有的地方党员教育管理宽、松、软，党
员作用发挥不明显、队伍缺活力；有的地方
和领域基层党建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有
的基层干部作风不正、漠视群众，甚至违纪
违法，个别村干部存在“村霸”和涉黑涉恶
等问题。凡此种种，严重制约着基层党组织
功能的发挥，最终损害的是群众利益，侵蚀
的是执政根基。

专项整治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党员教

育管理宽松软、 基层党建主体责任缺失问
题，势在必行、志在必得。各级党委要把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贯
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
设的若干意见》为抓手，深入推进党支部“五
化”建设，精准排查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
织，着力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战斗堡
垒。在建强基层骨干队伍上下功夫，持续深
化村党组织带头人整体提升行动，既注重拓
宽选人视野， 千方百计把优秀人才引进来、
选上来、用起来，又切实加大培训力度，拓展
晋升通道， 不断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热
情。 在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监督上出真
招，推动广大党员亮身份、亮职责、亮承诺，
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中充分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要在强化基层治理服务能力上见实
效，推动人往基层走、钱往基层投、政策向基
层倾斜，让基层党组织有资源、有能力解决
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 面对新的矛盾
和问题， 各级党委要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的部署安排，以最讲认真的态度，把
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汇聚起来、把群众动
员起来， 努力把我省各领域基层党组织锻
造得更加坚强有力。

建强筑牢党的基层组织

山不高，却有名。傍湘江北去，对橘子
洲头。秋山红遍，满山英魂。从千年前的山
间庭院岳麓书院始，到百年间中南大学、湖
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29所高校环山成
城。看似自然生长，实则发生了万千故事。

今天， 当外来人还在为岳麓书院门前
那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对联，感叹湖
南人自傲时，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的建

设正排空而来，提出了创建“最美大学城，
领先科技城，一流创业城”的目标。

也许，你知道她从哪里来，但你知道她
要向何处去吗？ 请看今天本报推出《壮丽
70年 奋斗新时代 岁月留痕·大地印
记———湖南标志性工程巡礼》 系列报道之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创新创业的最美
舞台》。 （详见5版）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田拥军 龚杰媛

“我们小区有党支部、图书馆，学校还
免费给我们办舞蹈美术班， 在这里住得安
心。”8月15日， 家住隆回县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区思源小区的龙艳萍， 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高兴地说， 今年搬到新家后终于
可以“安居乐业”了。

不仅“搬得出”，还能“稳得住”，更能“融
得进”。这是湖南省在“十三五”期间开展新
一轮易地扶贫搬迁中，创新工作方法、建设
模式、后续帮扶的真实写照。

据易地扶贫搬迁的牵头单位省发改委
介绍，截至7月底，全省“十三五”计划搬迁
总任务为18.7581万户、69.4万人， 实际搬
迁入住率达96%； 已基本完成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建设， 建成集中安置项目2764个，
总面积1750万平方米。全省易地扶贫搬迁
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搬得出”：精准识别“应搬
尽搬”，建设模式全国推广

我省易地扶贫搬迁范围涉及全省105个
县（市区），搬迁重点集中在武陵山、罗霄山
脉深度贫困地区， 且分布区域相当分散。搬
迁任务之重、情况之复杂，在全国都罕见。

为确保“应搬尽搬”，湖南在全国首创
“先定区域后定人” 的高精度识别经验，将
搬迁区域锁定在高寒、地质灾害频发、石漠
化等深度贫困区域，以“范围精准”确保“身
份精准”。

新化县共有近3.5万名贫困人口需易
地搬迁。精准识别的规模和难度之大，居全
省之最。该县根据“先定区域后定人”原则，
经过申报和公示， 在全县划定出267个重
点搬迁区域，确保做到应搬尽搬。

“搬”的是幸福房，更是安全房、放心
房。湖南在全国创新探索出项目建设“总承
包、零利润”的经验。 荩荩（下转4版）

广厦千万间“搬”得幸福来
———湖南创新易地扶贫搬迁纪实

湖南日报通讯员

排乃村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
市矮寨镇的一个贫困山村， 曾是一个党组
织软弱涣散村。

早在2017年村支两委换届时，村民石
某旺因对村干部不满， 在没有事实依据的
前提下在村里张贴大字报， 污蔑村干部为
“千万巨贪”， 扬言要借换届选举把村干部
搞下台， 严重影响了村支两委换届工作的
正常开展。

被公安机关依法拘留后， 石某旺的父
亲老党员石某安鼓动部分群众到湘西州委
大门口聚集，公然扰乱机关办公秩序，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

当时，排乃村人心惶惶，党群干群关系
非常紧张， 村支两委班子基本处于瘫痪状
态。

面对此种情形，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委组织部和吉首市委组织部迅速出动，
通过选派5个工作组地毯式排查、全方位整
顿， 一举打掉了长期干扰基层政权的恶势
力团伙，成为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深
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典型案例。

建好村级班子， 支部成为
“火车头”

长期以来， 排乃村村支两委班子年龄
较大，工作能力不强，村民满意度不高。

荩荩（下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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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
和宗旨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版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
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
“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全党深
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
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记者再走长征路”主
题采访活动，生动再现壮怀激烈、惊天动地的
革命故事， 对阐释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伟大
长征精神很有意义。

习近平指出， 伟大长征精神是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不断砥砺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希
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

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 新中国来之不
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
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定理想信
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不断跨越前进道路上新的“娄山关”、“腊子
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月18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
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总结座谈会在
甘肃会宁召开。 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指
示精神， 号召全国新闻战线大力弘扬伟大的
长征精神，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

质和宗旨，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红军长

征出发85周年。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不忘党的初心和使命、弘扬伟大长征
精神的号召和嘱托，6月11日至8月18日，中
央宣传部组织开展了“壮丽70年·奋斗新时
代———记者再走长征路” 主题采访活动。先
后有1300余名记者追随当年红军长征步
伐，深入实地采访，累计跨越16000余公里，
推出10000余篇鲜活生动、 形式多样的报
道， 网上总阅读量近20亿次， 社会反响热
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

排乃村由“乱”到“治”之变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
创新创业的最美舞台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孙振华

2013年11月初，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
察时指出：“湖南要发挥作为东部沿海地区和
中西部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
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 抓住产业梯
度转移和国家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机
遇，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加快形成结
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的发
展新格局。”

“一带一部”战略定位，从战略高度重
构湖南发展新坐标，指明了湖南前行的方
向。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认真领会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的指示精神， 将新定位化为发展新优
势， 加速承接产业转移，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拥抱全球、走向世界，书写建设富饶美丽
幸福新湖南的新篇章。

新定位：跳出湖南看湖南，湖南
区位优势全面凸显

湖南，地处中国中部、长江中游。
谈到开放崛起，多年来，总有人认为湖南

缺乏区位优势。
“‘一带一部’的定位，跳出湖南看湖南，

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湖南
在全国甚至全球经济版图中的区位价值全面
凸显。”湖南师大教授朱翔说。

的确，以传统的眼光看，湖南既不沿海，
也不靠边。 但随着现代交通体系日益完善与
信息技术日新月异，湖南与世界的距离“近在
咫尺”，我省承东启西、连南接北的区位优势
进一步凸显， 湖南已从内陆省份华丽转身为
开放的前沿。

明确定位图奋起， 变区位优势为经济优
势、竞争优势，湖南在行动———

2014年初，“一带一部”作为发展新定位，
写入省政府工作报告。

2016年底，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实施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梯度发展中、 在长江开放经济
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协同发展中，分享经验、
聚集要素、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把“一带一
部”区域定位落到实处。

2017年7月，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就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出台一揽子方案———

“451”行动计划。
其中，“五大行动”尤其引人注目：对接

500强，提升产业链；对接“新丝路”，推动“走
出去”；对接自贸区，提升大平台；对接湘商
会，建设新家乡；对接“北上广”，优化大环
境。

2018年，吹响“产业项目建设年”号角。实施
100个重大产业项目、10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
目、10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引进100个500强

企业、100位科技创新人才。
其实，“451”行动、“产业项目建设年”，实

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部”指示精神、
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所做的战役布
局。

清晰的发展定位，引领全面的战略部署、
精准的战役布局、 细致的战术设计和有力的
战斗组织， 一场开放发展的大剧在三湘大地
气势磅礴上演。

荩荩（下转2版）

清晰的坐标，引领前进方向

8月8日，长沙北铁路口岸国际货场，中欧班列（长沙）集装箱货区。中欧班列（长沙、怀化、株
洲）已成为湖南联通欧洲市场的大通道。目前，湖南开行的中欧班列，已进入全国中欧班列第一
方阵。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坚守正义事业 迎接光明未来
———重温毛主席《论持久战》有感 2版

一带一部：明确定位，奋楫远航
———“牢记嘱托，湖南行动”系列报道之一

■短评

2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工作高度重视、 倾注深情、 寄予厚望。
2013年11月、2018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两
次亲临湖南视察指导，三湘大地留下了他
风尘仆仆的身影。2016年3月8日，习近平总
书记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湖南
代表团审议，对做好湖南工作发表重要讲
话。从“一带一部”的战略定位，到“三个着
力”的殷殷嘱托，从“精准扶贫”的现场动
员，到从严治党的严格要求……无不充分

体现了总书记对湖南的关爱与期盼。
牢记嘱托，奋进潇湘。湖南省委、省政

府把总书记的系列指示精神作为做好新
时代湖南各项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开拓创新，奋力前行，加快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从今天起，本报推出《牢记
嘱托，湖南行动》系列报道，对我省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重要指示精
神的举措成效进行报道。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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