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丰收盛会“湘”约农博

荨荨（上接1版②）
在营田镇义南村， 看到农民相对集中居

住建成房整齐划一，绿化、亮化、美化、污水管
网等配套设施齐全， 韩俊十分高兴， 称赞村

美、景美，并建议结合民宿旅游，促进乡村产
业兴旺。他还仔细了解了村里空心房整治、垃
圾处理、 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乡村振兴资金投
入等情况，充分肯定“空心房”整治富余的土

地增减占补平衡指标收益全部用于乡村振兴
的做法，指出岳阳市乡村振兴标准高，农村改
革成效实，做法可复制，要深入总结经验，为
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借鉴。

荨荨（上接1版③）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

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人民群
众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
史中有大智，亦有大势与大道。习近平总书记一
再强调要学习党史国史，这次主题教育还专门
就学习党史国史提出要求，就是要让我们深刻
领会治乱兴衰和人心向背的大逻辑。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知史明史，我们才
会敬畏历史，敬畏人民，才会不断增强守初心、
担使命的历史自觉，才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三）
“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共

产党永远的挂念”，“打天下，坐江山，一心为
了老百姓的苦乐酸甜”，一曲《江山》唱出了党
与人民的鱼水深情， 唱出了共产党人一心为
民的天下情怀。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今天，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 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的伟大
奋斗中正变为现实。而且，伴随我国社会主要
矛盾的转化， 人民群众不仅对发展的内涵和
外延、结构和层次等寄予更高期许，而且对美
好生活需要提出了更高要求。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更高要求，是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提出的更高要求， 是对践行群众路线提出的
更高要求， 是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提出的更高要求， 归根结底是对党员干部
把人民放在何种位置提出的更高要求。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就要在主题教育
中着力端正权力观。“当官不为民作主， 不如
回家卖红薯”，封建时代的“清官”尚且懂得这
个道理，作为共产党人，更应该把百姓的安危
冷暖放在心上。 权力就是责任， 干部就是公
仆，领导就是服务。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要
求党员干部自觉把握好“公”与“私”、“大”与
“小”的辩证法，做到不因位高权重而得意忘
形， 不因位卑言轻而随波逐流，“不做政治麻
木、办事糊涂的昏官，不做饱食终日、无所用
心的懒官，不做推诿扯皮、不思进取的庸官 ，
不做以权谋私、蜕化变质的贪官”。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就要在主题教育中
着力端正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千百年来，《岳阳楼记》中影响深远的
这句名言，不仅成为湖湘文化一个历史坐标，而
且生动诠释了“忧乐精神”。这个道理古今相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引用范仲淹的这句名言，强
调“心无百姓莫为‘官’”。“忧民之忧者，民亦忧
其忧”，谁把人民看得有多重，人民就会把他看
得有多重。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要求党员干部
自觉把握好“忧”与“乐”、“先”与“后”的辩证法，
做到先忧后乐，以百姓之乐为乐。最近，省委、省
政府要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并指出党
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是为了人民过好日子，就
是正确忧乐观的具体体现。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就要在主题教育
中着力端正事业观。 干部干部， 只有认真干
事，才会把事干成事业。北宋政治家王安石 ，
27岁担任知县，“治绩大举，民称其德 ”；明代

文学家冯梦龙 ，61岁担任知县 ，留下了 “四载
寿宁留政绩，先生岂独是文章”的美名 。王安
石和冯梦龙，一个在人生的上半场，一个在人
生的下半场， 共同勾勒出一心为民的官员形
象， 给后人以深刻启迪。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
置 ，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把握好 “进 ”与 “退 ”、
“快”与“慢”、“得”与“失”的辩证法，自觉修好
共产党人的“心学”，做到以平常之心做人，以
进取之心做事，以为民之心做官，把人民群众
满意不满意作为工作的最高标准。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就要在主题教育
中着力端正政绩观。“利民之事，丝发必兴；厉
民之事，毫末必去。”为民服务解难题，是一场
马拉松，也是一场接力赛。江苏徐州的苏堤 ，
静卧千年，向后人诠释了苏轼当年是如何“干
好前任”的；山西的右玉，这个满目苍翠的“塞
北绿洲”，向世人述说曾在这儿任职的18任县
委书记是如何“干好后任”的。对于党员干部
来说，无论前任、后任，都是党和人民事业中
的一节链条、一块垫脚石。前后勾连 ，相互铺
垫，才能薪火相传、事业兴旺。把人民放在最
高位置，要求党员干部自觉把握好 “有我 ”与
“无我”的辩证法，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
做到“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从焦
裕禄、孔繁森、郑培民，到张富清、廖俊波 、余
元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主题教育有时间
点，服务人民没有休止符。只要我们以百姓心
为心，持之以恒为人民群众办实事 、做好事 、
解难事， 主题教育就会成为践行群众路线一
个生动的“逗号”，一个个“民生工程 ”就会串
成牢不可破的“民心长城”！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2019年10月24日 星期四
要闻 02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周胜蓝）品牌是市场的“通行证”。
即将开幕的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
业博览会，堪称“品牌强农”的大舞台。记者
今天从农博会组委会获悉， 省内区域公共
品牌悉数参展，抢抓商机打响品牌。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湖南持续
推进农业“百千万”工程，大力实施以精细农
业为特色的“六大强农行动”，以市场为导向，
以产业育品牌，以品牌拓市场。近年来，黔阳
冰糖橙、华容芥菜、宁乡花猪被评为中国百强
区域公用品牌； 安化黑茶荣获中国十大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碣滩茶获中国优秀茶叶
区域公用品牌称号。

根据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农业农村厅

大力推进“4+4+20”的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即重点打造湖南红茶、 湖南茶油、 安化黑
茶、湖南菜籽油等4个区域公用品牌，重点
培育崀山脐橙、岳阳黄茶、南县小龙虾、湘
江源蔬菜等4个“一片一品牌”，重点支持湘
潭湘莲等15个“一县一特”品牌和邵阳茶油
等5个特色林产品品牌。

多年来， 省农业农村厅积极组织品牌
农产品参展全国农交会和各地农博会，品
牌已经成为“湘字号”农产品拓展市场的利
器。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利用会
展打品牌，企业尝到了甜头。本届农博会，
省内区域公共品牌悉数参展， 满足消费者
对高端农产品的需求， 充分展示我省品牌
强农的成效。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彭晓春

9月28日，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
会议作出了《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察院法
律监督工作的决议》。这是全国司法体制改革
以来， 省级人大出台的首批有关加强人民检
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近日，省人大常委
会委员、 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小平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就决议进行全面、深入解
读。

凸显新时代法律监督工作需要
“省人大常委会作出该决议，是为了满足

深化改革、现实工作和原有决议更新3个方面
的需要。”李小平介绍。

深化改革的需要。2016年起，党中央拉开
了国家监察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大幕。随
着监察法的出台，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诉讼
法的修订， 检察机关反贪反渎职能调整到监
察机关， 只保留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
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
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14种犯罪的立案侦
查权。因此，随着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职能和范
围发生重大变化， 新时代检察机关如何依照
宪法、法律规定，认真履行好法律监督工作，
很有必要通过决议的形式来予以明确。

现实工作的需要。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
盾发生了深刻变化，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更多向民主、法治等方面延伸，迫切期望
加强法律监督工作， 推动依法行政和公正司
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而人民检察院法律监
督工作目前还存在机制不健全、 基层基础薄
弱、工作力度不够、保障措施不力等困难和问
题，离人民群众期待还有较大差距，亟需改进
和加强。

原有决议更新的需要。 省人大常委会于
2010年11月作出的《关于加强人民检察院对
诉讼活动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 与当前检察
机关工作职能和范围不相适应， 与新时代对
法律监督工作的要求不相适应， 需要作出新
的决议来推进新时代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
工作。

“四大检察”成新时代法律监督
工作的重点

宪法明确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
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一言以蔽之，
为‘四大检察’，即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
检察和公益诉讼检察。”李小平认为，决议对
上述“四大检察”进行了规范，并且按照问题
导向，指出了“四大检察”中有待加强的方面，
为加强和改进“四大检察”工作指明了方向。

其中，刑事检察是要加大对刑事立案、侦
查、审判、执行等活动监督，并针对人民群众
反映强烈的问题， 要求着力防范和纠正有案
不立、违法立案、违法取证、违法适用强制措
施、违法查封扣押冻结、定罪量刑不当、违法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行为。

公益诉讼检察是按照深化改革的要求，
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新职能。 决议根据相关
法律规定， 明确了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
重点领域，即加大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
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英雄烈士保护等领域案件办理力度，并
积极探索公益诉讼检察新领域新范围， 逐步
建立公益诉讼惩罚性损害赔偿工作机制等。

保障检察机关依法履职
“在实际工作中，被监督单位不愿意接受

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情况比较普遍。”李小平
介绍，为解决这个突出问题，决议从4个方面
保障检察机关依法行使法律监督权力。

明确调查核实权。决议规定，检察机关在
履职中，可以依法行使调查核实权，并要求有
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证据；如调
查中发生妨碍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的违法及涉
嫌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强化法律监督行为的效力。决议规定，人
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等， 被监督单位应当
依法办理并在规定期限内回复。 人民检察院
发出的法律监督文书， 有关机关无正当理由
拒不纠正的， 人民检察院可以向其上级机关
或者主管部门等通报情况， 必要时可以向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 由相关专
门委员会依法提出处理建议。

要求加强队伍建设。有一支政治过硬、纪律
严明、业务精湛的队伍，是检察机关能依法履职
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决议要求，人民检察院应
当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不断优化队伍结构。

规定“人大一府一委一院”要依法支持配
合。“众人拾柴火焰高”，检察机关依法履职离
不开外部的支持。因此，决议规定，人民代表
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
门、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要依法支持人民检
察院开展法律监督工作。其中，各级监察委员
会对人民检察院移送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
线索应当依法处理； 司法机关与人民检察院
应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办案系统互联
互通，完善线索移送、案卷调阅等协作机制；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完善联席会议、信息共享、
案件移送等制度， 促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
有效衔接。

加强对监督者的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为此，决

议从多个方面强化了对检察机关的监督。
宪法和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

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决议据此规定，检察机
关要自觉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 各级人大
及其常委会通过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开
展执法检查、组织专题视察等方式，依法监督人
民检察院切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

打铁还需自身硬， 检察机关要有刀刃向
内的勇气和决心。决议规定，人民检察院要完
善案件评查等内部管理和监督机制， 严格落
实司法责任制，层层压实责任，把内部监督落
实落地。

此外，决议规定，检察机关要落实检察文
书说理、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等制度，推进法
律监督案件办理情况公开， 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舆论监督。

李小平指出， 决议出台既适应了司法体
制改革的要求， 也体现了地方国家权力机关
对法律监督工作的高度重视， 终极目的是通
过加强法律监督工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让
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加强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我省《关于加强新时代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解读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于振宇）10
月22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黄兰香赴
怀化调研基层统战工作。省政协副主席、怀化
市委书记彭国甫参加调研。

湖南贝尔动漫科技有限公司和蓝凤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是“万企帮万村”示范企业。贝尔动
漫建立了16个扶贫车间， 帮助1200余人实现就
业；蓝凤凰作为当地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吸纳
了17个乡镇的贫困户参与入股分红。 黄兰香深
入厂区和车间，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
两家企业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 鼓励企业负责人团结带动更多民营企业和

非公经济人士开展精准扶贫， 为实现中国梦的
湖南篇章再立新功。 她还嘱咐有关部门要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让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

“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得怎样”“还有多少
贫困户没有脱贫” ……在吕家坪镇吕家坪社
区， 黄兰香实地考察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情
况，同社区工作人员进行深入交流。她对吕家

坪社区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给予肯定， 嘱咐当
地党委政府既要带领老百姓继续搞好发展，
致富奔小康，又要维护好各民族的大团结，让
各民族互相支持，共同发展。

黄兰香还前往同心酉庄、 火马冲镇山塘
驿村，调研了同心美丽乡村创建工作情况、新
时代文明实践情况。

黄兰香在怀化调研基层统战工作时强调

为实现中国梦的湖南篇章再立新功

“湘字号”品牌抢抓农博会商机
本土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悉数参展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谢国政）即将开幕的农博会，布展
工作紧张有序进行。 记者今天在农业装备
馆看到，上百台新农机已运抵展馆，本土农
机唱“主角”，展示湖南农业装备“鸟枪换
炮”。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机械化。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推出一系列有力举措，大力推
进农业机械化。省里明确，切实抓好稻油全
程机械化、经作林果业机械化、养殖业机械
化、 设施农业和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机械
化等五项重点工作，强化农机“千社”工程、
实施洞庭湖区农机化提升工程， 着力推动
农机产业发展。

本届农博会专门设立农业装备馆，上万

平方米室内展区， 重点展示粮油等主要农作
物机械、村庄清洁机械、养殖机械、农业运输
机械、植保机械、农产品加工机械等六大类农
机产品。本土企业展出主推产品，利用农博会
打响品牌。中联重工的轮式拖拉机、收割机、
耕田机，中天龙舟的旋耕机、侧深施肥机，宜
达欧公司开发的生物质制肥机等等， 展出本
土农机企业的“精气神”。

据布展工作人员介绍，过去高端农业机
械主要以国外知名品牌为主，近几年本土高
端农业机械越来越多。 此次参展的抛秧机、
养蚕机、山地轨道搬运机，均为本土企业自
主研发。湖南农机新产品不断涌现，与国外
知名品牌同台打擂，促进交流，切合本届农
博会的主题。

农博会布展紧张有序进行
上百台新农机进入农业装备馆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金慧 ）第二十
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以下简
称农博会）25日开幕。今天的长沙国际会展
中心，展厅搭建正紧张有序进行，许多企业
负责人现场协调施工和搬运。

鲜甜的永兴冰糖橙、脆嫩的华容芥菜、
肥美的临武鸭，还有山西平遥的牛肉、安徽
黄山的灵芝、江西鄱阳湖的大闸蟹，以及保
加利亚的蜂蜜、马来西亚的热带水果、法国
的红酒等，一大批海内外特色名优农产品，
即将在农博会上集中亮相。

“20年的缘分， 我们与农博会共成
长。”湖南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
感慨，上世纪90年代，“唐人神”刚面世，品
牌知名度低，难以吸引消费者，但自从在第
一届农博会上惊艳亮相后， 赢得了大众的

好口碑。自此，一年一度的农博会便成了唐
人神提升品牌宣传、 扩大产品知名度的大
舞台。

“去年，绿叶水果第一次参加农博会，
成效出人意料。”湖南绿叶果业集团在尝到
了农博会的甜头后，今年高度重视，参展面
积较去年提升了3倍， 并准备了泰国奶椰、
帝王红蜜柚、都乐金菠萝等“网红”水果，以
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据了解， 本届农博会针对市场需求
及企业所需，充分发挥农博会展示、展销
和引领功能，重点引领农产品品牌营销、
农业项目招商引资、农产品产销对接，已
邀请3000家以上的专业采购商进行现
场采购，并将同期举办18场专场推介、品
牌发布、产销对接等活动。

农博会“尖货”云集“大牌”竞技
企业参展热情高涨

布
展
忙

� � � � 10月23日，第二十一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布展现场，工作人员在布置造型
花卉墙。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10月23日，长沙市贺龙体育中心，市民在参观“潇湘今朝”湖南彩车。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市民陈强告诉记者， 他一直关注湖南

彩车，今天可以近距离观看，非常高兴。“弥
补了没能去北京现场观看的遗憾。”彩车上
呈现的每一个元素， 都是湖南这些年飞速
发展的生动缩影。 几年前从深圳回到长沙
创业的陈强参观后特别有感触，“回来后感
觉长沙很有活力，一点也不比深圳差。”

“湖南彩车，湖南骄傲！”
市民夏志亮和妻子一边参观
彩车， 一边特意打开手机视
频， 反复回味湖南彩车

经过天安门城楼时那激动人心的瞬间。他
告诉记者，周末还要带孩子一起再来参观。

85岁的何孝霖老人特地请记者为他
和彩车合影留念。 一辈子从事找矿事业的
老人感慨地回忆，几十年前，自己曾多次到
湘西， 当时深深感到大山深处的贫困。如
今，从城市到乡村，处处旧貌换新颜。“一辆
小小的彩车，折射的是时代之变呐。”

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雷鸿涛 见
习记者 李夏涛）10月23日， 副省长何报翔率
省商务厅、省药监局、省市场监管局等部门有
关负责人来到怀化市， 就发展医药产业和开
放型经济进行调研。何报翔强调，要大力发展
医药产业，做大做强林下经济。

在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何报翔走进生产车间 ， 详细了解企业研
发 、生产、经营情况。他强调 ，大力发展医
药产业，要加大科研投入，加强对医药衍
生品的研发 ， 着力推出有市场竞争力的

“拳头 ”产品。要重视营销环节 ，把资源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进一步挖掘和弘扬中
医药文化，把医药产业做出经验、做出特
色、做出品牌。

何报翔还来到会同县健霆竹业有限公
司、会同县水坪溪林业现代产业园区、湖南省
林副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会同），了解开

放型经济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做大做强林下
经济产业，延伸产业链条，开发系列产品。以
市场为导向， 把发展林下经济与农业产业结
构调整、农业科技推广、扶贫开发有机结合。
要重点抓好林业科技服务工作， 为企业发展
林下经济提供科技支撑， 共同努力推动开放
型经济再上新台阶。

副省长何报翔在怀化调研时强调

大力发展医药产业 做大做强林下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