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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9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
员 吴丽）9月27日晚，长沙市开福区举行“秀
美沙坪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活动。一幅
由省刺绣大师胡义平亲手绣制的“五星红旗”
交到爱非易购公司的非洲友人手中。 非洲友
人将带着这面五星红旗远赴乌干达堪帕拉
市，让它在非洲大陆高高飘扬。

这幅五星红旗宽1.92米，高1.28米，由长

沙十大工匠“金手指”传人、省刺绣大师胡义
平耗时半个月，用掺针、平针、齐针等针法绣
制而成。 定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是长沙市沙坪
籍企业家王森波， 他在非洲从事电商和农业
开发，希望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让这面
用家乡湘绣绣制的五星红旗成为连接中国和
非洲友谊的纽带， 以解和他一样在非洲创业
工作的华人爱国、思乡之情。

2006年， 沙坪被授予国家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与传承基地。活动现场，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 湖南湘绣泰斗刘爱云与胡义平
共同将五星红旗交到非洲友人手里。 刘爱
云说，湘绣是我省著名的传统手工艺，传承
了湘楚文化的精髓。 希望这面五星红旗将
更多湖湘文化带到非洲， 架起中非人民友
谊的桥梁。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周闯）日前在长沙召开的全省质量
发展工作座谈会明确, 省市场监管局下阶
段重点抓质量发展工作十件事， 聚焦质量
提升，建设质量强省。

这十件事分别为：加大推进质量强省建
设,开展质量强市、质量强县、质量强区、质量
强企试点示范工作；组织开展2018-2019年
度省政府对市州政府质量工作考核；迎接国
务院对省级政府质量考核工作；修订湖南省
省长质量奖评选办法, 启动第六届省长质量
奖评选；建立湖南省质量强省专家智库,开展
“十百千万” 质量管理与帮扶行动, 即推广
“十”大质量管理先进案例,组织“百”人次质
量强省智库专家精准帮扶中小民营企业或

重点行业,专题培训“千”名企业首席质量官
和质量管理人才,编印“万”册《湖南质量管理
经典》免费赠阅；制定《湖南品牌培育指南》
《湖南品牌管理体系、 要求及实施》《湖南品
牌价值评价》等地方标准,构建湖南省品牌建
设体系；理顺缺陷产品召回管理工作机制体
制, 逐步展开缺陷产品召回工作； 扎实开展
2019年“质量月”活动,营造人人关心质量、
重视质量、崇尚质量的浓厚氛围；对质量工
作真抓实干效果明显的地方进行激励, 质量
激励支持的名额市州不超过4个,县市区不超
过10个；开展湖南省消费品质量合格率调查,
为省政府对市州政府质量工作考核、质量激
励, 以及国务院对省级政府高质量考核评价
等工作提供依据。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吴文海 李勇 金杰)
为期一周的省委党校2019年下学期中青班党
性教育系列培训日前圆满结束。 整个培训聚
焦党性教育，深化思想洗礼，采取走进革命圣
地、探寻英雄足迹、聆听红色故事、深入学习
研讨等多种情景方式， 引导学员传承红色基
因，坚守初心使命。

培训期间，140多名学员心怀崇敬之情，
先后走进伟人故里韶山、长沙县杨开慧故居、
郴州汝城“半条被子”发生地、永州道县陈树
湘“断肠明志”纪念馆等一批红色教育基地，
向革命先辈敬献花篮， 面对党旗重温入党誓
词，观阅大批珍贵历史遗物，感悟革命峥嵘岁
月，并同步开展10余场情景式教学。在韶山，

大家观看“不忘初心”主题展和大型革命情景
剧《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现场聆听《睹主席遗
物、学伟人风范、做合格党员》的宣传报告；在
长沙县开慧乡，大家聆听《红色故事会》，深刻
铭记杨开慧为革命理想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
神，对共产主义事业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在
汝城县沙洲村，大家走进“半条被子”展览馆，
看到了当年女红军曾经用过的木盆、 火钳和
烤火盆，并与徐解秀后人交心谈心，感悟党与
人民的鱼水深情；在永州道县，大家聆听《铁
血逐梦 断肠明志》微党课，无不被“为苏维埃
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的陈树湘烈士的感
人事迹所动容。

省委党校有关负责人说， 这几天的学习

培训，就是一场严格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
实践锻炼。新时代的青年党员干部，必须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传承好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伟
大情怀，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奋勇当先。
中青班学员们纷纷表示， 要把学习感悟转化
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以革命先辈为榜样，
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为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贡献更大力量。

湘绣国旗情寄非洲 “礼赞新中国 奋进新时代”
《新湘评论》推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刊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丁会云 张明子

绿地，插着国旗；墙头，竖着国旗；空
中，拉线悬着国旗。9月27日早晨，临湘市
羊楼司镇新屋村村部广场上，红旗招展。这
个脱贫村的300多位村民举着国旗与党
旗，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连日来， 临湘市全国道德模范李国武
先后参加了省、市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活动，深受感染和启迪；他想给该村农民
办一台节目， 让农民兄弟用自己的方式迎
接国庆。

9月27日9时， 李国武来到新屋村村

部。村民乐队便敲锣打鼓闹了起来。去年脱
贫的63岁李秋香大娘， 站在合唱队最前
面，挥舞着国旗，红旗将她沧桑的脸映得通
红：“我好开心噢。刚嫁到这里时，我们在几
间草屋里点着蜡烛拜堂。 现在我们住上了
楼房，村里还修了广场。”伴着悠扬的旋律，
村民唱起了《我爱你，中国》《在希望的田野
上》……

李国武是当地知名摄影家。几年来，他
见证了新屋村58户贫困户的脱贫轨迹，他
有一个心愿：多拍国旗下脱贫农民的笑脸。
梁学涛、梁云旗、黄卫为……脱贫了的乡亲
们站在国旗下，面对李国武的镜头，露出了
幸福的笑容。

国旗映红乡亲们的笑脸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 （杨玉菡 周舟）
今晚，“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益阳市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祖国颂”
群众歌咏比赛总决赛在益阳大剧院举行。

本次比赛由益阳市委、市政府主办，共
20支队伍、4000多人参加， 是该市近20年
来参赛人数最多、 规格最高的一次合唱比

赛。参赛者演唱了《我和我的祖国》《保卫黄
河》《过雪山草地》《祖国颂》《在太行山上》
《四渡赤水出奇兵》《美丽的草原我们的家》
等经典歌曲，歌唱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共同
进步的美好生活。

歌声或甜美、或铿锵、或轻柔、或昂扬，抒
发了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观众掌声雷动。

益阳：歌咏比赛颂祖国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记者 于振宇）今天下
午，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壮丽70年奋斗新时
代”文艺汇演，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划破黎明前的黑暗，迎着第一缕灿烂霞
光， 五星红旗从神州大地冉冉升起， 高高飘
扬”……歌曲联唱《祖国颂》、情景剧《守护》、歌

伴舞《不忘初心》、新闻播报《精准扶贫路》、配
乐诗朗诵《盛世中国》……机关干部职工自编
自演的一个个创意十足又精彩纷呈的节目，
既有对红色革命历史的深情回顾， 也有对机
关干部职工积极参与精准脱贫攻坚战的艺术
再现， 体现了省人大常委会始终同伟大祖国

的繁荣发展共行， 奋力书写坚持和完善人民
代表大会制度、 推进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
湖南答卷。

演出在全场大合唱《歌唱祖国》的嘹亮歌
声中圆满落幕。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干部职工
观看了此次汇演。

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
省人大常委会机关举行国庆文艺汇演

传承红色基因 坚守初心使命
省委党校2019年下学期中青班开展党性教育培训

聚焦质量提升 建设质量强省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抓十件事， 包括修订湖南省

省长质量奖评选办法，逐步展开缺陷产品召回工作等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记者 奉永成）记者从今天召开
的全省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视频调度会上获悉， 国庆
期间，我省将加强道路检查，开展道路交通专项整治，对
重点景区加派巡检力量， 坚决停办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
大型活动等。

国庆期间， 我省将全面部署开展道路交通专项整治，开
展马路市场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对7座以上的车辆和危货车
辆逢车必查。 督促烟花爆竹生产企业落实高温停产措施，全
面排查辖区内的烟花爆竹生产、运输、经营、储存、燃放等环
节的安全隐患。对煤矿和非煤矿山进行全面排查，该停产的，
坚决停产。坚决停办不符合安全要求、不具备安全条件，存在
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活动。突出对大型商业综合体、高层建
筑、 学校以及城中村等火险风险高危单位的消防安全治理，
对达不到消防要求的坚决责令整改到位。对张家界、韶山、凤
凰古城等重点旅游景区，加派安全巡逻检查力量。加强化工
园区和重点危险化学品企业的安全治理，严密监控危险化学
品的运输、储存、废弃处置等过程。加强森林防灭火工作，适
时滚动发布森林火险预警，及时发布“禁火令”，在重点火险
区、主要进山路口设立临时检查点等。

会议要求，国庆期间，各地要对辖区内的救灾应急物
资和装备做到底数清楚， 确保相关设施设备随时处于临
战状态，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省安委
办将及时对各市州的安全防范工作情况进行督促调度，
发现问题立即通报、曝光，并约谈、追责。

国庆期间加强道路检查
对重点景区加派巡检力量，坚决

停办存在重大风险隐患的大型活动

25
责任编辑 唐爱平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9月30日 星期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湘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喜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迎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国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庆

要 闻

湖南日报9月29日讯 （记者 欧阳金
雨 ）为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最新出
版的《新湘评论》第19期隆重推出“礼赞新
中国 奋进新时代”特刊。

据悉，该期特刊分“要言要论”“本刊
特稿”“锦绣潇湘”“芙蓉国里”“红色记
忆”“爱国情·奋斗者”“岳麓讲坛”“橘子
洲头”“放言”等版块，既有全面展示新中
国成立70年来湖南各地取得辉煌成就的
系列文章和“70年湖南70件大事”，又有
名家大家讲述70年历史经验的理论阐释
文章和长篇评论， 既有对湘籍开国领袖
开国元勋的深情礼赞， 又有对湖南英雄

模范人物的热情赞颂。 为增强厚重感和
热烈喜庆的氛围， 特刊还由刊物常规的
64个版增加到80个版。

《新湘评论》是赓续《湘江评论》血脉基
因、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一份党刊。今年7
月，在《湘江评论》创刊100周年之际，《新
湘评论》进行全新改版。改版后，进一步强
化了省委机关刊定位， 办刊工作呈现出新
气象新面貌。不久前，在中国期刊协会组织
的相关评选中，《新湘评论》荣获“致敬创刊
70年”荣誉称号，并入选2019年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精品期刊展”。

共祝祖国好
9月29日， 洞口县高沙

镇长裕社区，群众挥舞着五
星红旗，敲锣打鼓，舞狮庆
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当
天，该镇举行“共祝祖国好，
幸福舞起来” 群众联欢活
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70
周年华诞。

滕治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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