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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
记者 肖畅）9月16日， 湘潭市55岁的理论政
策宣讲员伍佑平来到湘潭县射埠镇，以《不
忘初心、 信仰如磐———做坚定的共产党员》
为题，为当地党员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主题
教育课。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
来， 湘潭市积极发挥党的理论政策宣讲队、
驻村帮扶工作队、“两新”党建指导员三支队
伍的作用，坚持全面覆盖、注重分类施策、强
化行业指导，不断拓展主题教育载体，让每
名党员都参与到主题教育中来。

湘潭市组织133名理论政策宣讲员开展
主题教育专题培训，为乡镇（街道）、村（社
区） 党员干部量身定制主题教育精品课程，
推进党的理论政策基层宣讲工作。宣讲员还
分赴70个乡镇、街道，在宣讲站凭借远程教
育设备为769个村、202个社区进行宣讲；在
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工厂车间，随时随地宣
讲； 深入行动不便的党员家中，“送学上门”
宣讲。截至目前，全市已开展主题教育宣讲
1000余场。

当前， 湘潭市共派出驻村帮扶工作队
512支、队员1306人。市委明确以驻村帮扶工

作队党员队长、第一书记作为派驻村党组织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指导员，抓
实“八个一”学习教育，即组织一次主题党日
活动、开展一次集中学习、报告一次个人学
习体会、形成一篇调研报告、主讲一堂主题
党课、组织一次学习讨论、学习一次先进党
员事迹、办好一件实事好事。

结合“两新”组织党组织特点，湘潭市还
以市派党建指导员为主，成立专门的主题教
育指导组，负责指导重点行业、大型民企、民
办高校、社会组织孵化基地等“两新”组织党
组织开展好主题教育，实现全覆盖。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罗毅 严万
达 通讯员 欧春涛）9月5日， 永州市委常委
会组成人员奔赴陶铸纪念馆、道县蚣坝镇石
马神村陈树湘烈士断肠明志处、陈树湘烈士
纪念园，缅怀革命先辈，传承革命精神，正式
启动该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该市1.46万个党组织、27.4万名党员不忘初
心再出发、牢记使命勇担当，用高质量工作
推动永州高质量发展。

永州市主题教育启动以来，市委书记严
华、市长何录春带头发挥“关键少数”的“头

雁效应”，带头学习，深入调研。各级各部门
结合各自实际，突出鲜明问题导向，采取扎
实有力措施，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
效。15个指导组工作人员全部下沉一线、精
准对接、精心指导。

永州市还将主题教育与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结合起来，围绕“从忠诚看初心、从
干净看初心、从担当看初心”开展专题讨论，
推动主题教育有高度有深度；利用身边违纪
案例开展警示教育， 推动主题教育警醒警
示。同时，注重主题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统

筹兼顾，努力实现两手抓、两促进，在全市形
成“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的鲜明导
向，掀起产业项目建设热潮。全力推进“六城
同创”，做到民生“微实事”件件有落实，提升
群众幸福感、获得感。改进工作作风，提升执
行力，进一步精简会议、压缩文件、控制各类
事务性活动。组织全市各地党史专家，挖掘、
整理本地红色资源并编印成《“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 主题教育———永州市红色教育读
本》，着力打造红色故事传播高地，讲好永州
故事，展示永州形象。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龚远来 李亦恩 ）岳阳市11日召开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按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
实”的总要求做出细致安排，明确了5个方
面14项措施。岳阳市委书记刘和生发出动
员令，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精准把握
目标任务，全面落实重点措施，切实加强
组织领导， 推动主题教育扎实深入开展，
引导全市党员干部牢记使命担当，擦亮岳
阳大城市“成色”。

岳阳已组建主题教育宣讲团开展集中

宣讲，各县（市、区）及各单位采取“读书
班”、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方
式组织开展主题教育集中学习。 作为任弼
时同志的故乡， 岳阳在主题教育活动中充
分挖掘利用当地红色资源， 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9月6日，岳阳市委常委会成员来到任
弼时纪念馆， 缅怀革命先辈， 重温入党誓
词， 围绕加快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大城
市建设开展学习讨论， 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传承“骆驼精神”，把初心写在行动上，把使
命落在岗位上。

在主题教育活动中， 岳阳坚持问题导

向，大力推行“一线工作法”，着眼解决实际
问题，深入基层察民情、解难题。市委组织部
发动3.6万余名党员干部，登门入户，紧扣调
研重点，围绕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等，面对面
听取群众意见，实打实破解难题。同时，制订
了专项整治实施方案，推进中央、省委明确
的8大专项整治， 并结合岳阳实际抓好民生
工程领域突出问题和洞庭湖综合治理专项
整治。

岳阳还确定用好全市1806个村（居）民
服务中心，发挥其党员教育阵地作用，持续
掀起主题教育活动热潮。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记者 郑旋）今天
上午，上海市湖南商会来长沙考察座谈会在
湘麓山庄举行。会上，上海市湖南商会会长
谢东海率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20
余家企业的负责人，详细了解长沙经济社会
发展情况，并就在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投
资项目、洽谈合作展开探讨。

近年来，湘沪经贸往来日
益密切。上海市湖南商会先后
组织1000余家会员企业来湘
考察投资。在岳麓山国家大学
科技城（简称“大科城”）核心
区域，由长沙市岳麓区政府与
中建国际投资联合打造的重
点项目“岳麓·中建智慧谷”，
以发展科技创新产业为主，规
划为科创东区、 西区两部分。

目前，科创东区规划建设申湘创业园，总面
积约1万平方米， 引起考察团成员高度关
注。据了解，申湘创业园已与上海市湖南商
会对接， 力争年内引进20至30家优质企
业，主要涉及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电子信
息、设计创意、现代服务等产业。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唐亚新
通讯员 夏明明）省高警局日前透露，全省
首个货车防疲劳驾驶休息区———沅陵货车
“防疲劳驾驶停车区”已正式启用。

该停车区由省高警局怀化支队沅陵大
队与沅陵工业集中区管委会联合设立。驾驶
员从沅陵收费站驶出高速公路，沿沅陵大道
直行400米， 再从第一个路口左转驶入工业
园内部道路，行驶约600米后即可到达。

目前， 该停车区能容纳约100辆大货

车停车休息，开放时间为22:00至次日早晨
6:00。附近设有24小时警务站，并配有医务
室、餐厅、超市、水果店等。

据交警部门介绍， 杭瑞高速沅陵段共
102.5公里，仅有一个服务区。该路段过往
的货车、客车比重（约45%）明显高于其他
高速公路， 车流高峰期货车停车休息难问
题凸显。货车“防疲劳驾驶停车区”的设立，
则能很好地破解该难题， 消除疲劳驾驶的
安全隐患。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记者从长沙海关获悉，为进
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根据海关总署公告，从
10月1日起， 取消首次进口预包装食品标
签备案要求。

长沙海关食品处负责人介绍， 预包装
食品是指预先定量包装或者制作在包装材
料和容器中的食品。 取消首次进口预包装
食品标签备案要求， 减少了进口预包装食
品通关手续，便利了相关进口企业，有利于
进一步优化口岸营商环境。

今年以来，我省进口预包装食品增幅
较大。1至8月， 全省共进口预包装食品

1882批 、3.75亿美元 ， 同比分别增长
35.3%、26.26%，主要包括乳制品、饮料、
酒类、罐头、糕点饼干等。日前，长沙海关
已通过多种方式对全省食品进口企业开
展培训和政策宣讲， 保障进口商享受政
策红利。

长沙海关强调， 取消备案不是取消监
管， 进口预包装食品标签作为食品检验项
目之一， 由海关依照食品安全和进出口商
品检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同
时， 建议消费者应尽量从正规渠道购买进
口食品，购买时可以向商家索要食品的《入
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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