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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蒋剑平 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余光建 卢学义）10月28日，邵阳
市北塔区“滨江花苑”数十户居民来到邵阳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送来一面写着“为人民谋幸福”
的锦旗， 一再感谢该中心为166户住户办妥了
不动产权登记手续，感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

近日， “滨江花苑” 部分住户联名向有关
部门反映他们5年多时间未能办妥不动产登记
权证的问题。 省委主题教育驻邵阳巡回指导组
得知这一情况后， 立即批示， 要求“将群众的

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邵阳市委、 市政府高度
重视， 主要领导多次组织召开会议进行调度。
邵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对照群众意见， 将其作为服务民生、 检验主题
教育成效的“硬骨头” 来啃。 在取得有关部门
的支持配合后，快速处理“滨江花苑”房产登记
历史遗留难题。

原来，“滨江花苑”于2014年2月办理了房屋
所有权初始登记。 该项目由于开发商一直不能
提供国土等验收手续，加之一些其他原因，造成
不能顺利办理不动产登记， 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和众多住户一大烦心事。
邵阳市委、市政府为此研究对策，提出将依

法依规税费征缴与房屋办证分割开来， 将守法
群众与违法老板区别开来， 将主题教育的成效
与为民排忧解难的实效联系起来，做到“该办证
的办证，该处罚的处罚，该纳入‘黑名单’的纳入
‘黑名单’”，尽快依法办理不动产登记。 10月22
日，邵阳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接到上级批示后，立
即向住户发出办证通知，仅用3天时间，就为具
备办证条件的“滨江花苑”166户住户办妥了不
动产登记手续。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向云清 米承实 陈映霞）10月25日， 通道侗族
自治县通报一起医疗领域乱收费案。 据调查，
2016年1月至2019年3月，该县农合办、城乡居
民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先后在没有许可情况下，
按照每卡10元、20元不等的标准， 向群众收取
补办农合医疗卡费用19700元。 负有领导责任
和直接责任的原通道城乡居民医保中心主任与
一名副主任均受到政务警告处分， 违纪资金被
收缴并清退。

主题教育启动以来， 怀化围绕贫困群众常
见病、慢性病有地方看、看得起的目标，下大力
气展开整治，补齐“短板”。该市从解决贫困地区
乡村缺卫生机构、缺合格医生的问题入手，完成
179个“空白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全市培养
乡村医生778人、全科医生55人，争取全省12家
三级医院与贫困地区14所县级医院结对帮扶。
该市严格落实贫困群众个人缴费部分财政补贴
50%以上的医保政策， 实现全市建档贫困群众
参加医保和大病保险率100%，并为贫困户免费

购买60元“扶贫特惠保”作为补充商业医疗保
险，确保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怀化市在补齐短板的同时， 严肃查处定点医
疗机构、零售药店骗取医保金等违规违纪问题。怀
化通过“一卡通”专项整治、“互联网+”信息比对、
县纪委书记带队交叉检查等方式， 发现并处理发
生在医疗领域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 据统计，8月
以来，怀化市处理违规定点医疗机构240家、定点
药店63家，追回违规基金218.14万元，并下发监察
建议书，督促相关部门整章建制、堵塞漏洞。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 � � � 【档案故事】

“醉死沉沉的劳工！一场噩梦，也应该要
惊醒了……只须我们能够结合强有力的团
体，自觉自决———朝着光明的路上走去……”
湖南省博物馆内，陈列着一份泛黄的《湖南劳
工会的宣言》。铿锵字句中，可以窥见革命年
代湖南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

省博物馆向北不到5公里，长沙博物馆里
展览着一枚纪念章。纪念章上，黄爱和他的挚
友庞人铨眼神坚毅，“黄庞精神不死” 几个大
字格外醒目。

“黄爱是湖南劳工会的主要创始人，他与
庞人铨一道， 为工人运动流尽了最后一滴
血！”10月底， 曾就职于常德市武陵区委党史
办并主笔《黄爱传略》一书的梅小平，向记者
解释两件文物之间的关联。

跟随梅小平的讲述， 沿着黄爱的革命足
迹，百年惊心动魄的岁月如画卷徐徐展开，记
者从湖南工人运动尚为一星火种的时代重新
出发，触摸革命者滚烫的初心。

创办湖南劳工会
黄爱，字正品，号建中，1897年9月出生于

原常德县芦荻山乡小井港村。1913年至1919
年，他先后到湖南甲种工业学校、天津直隶专
门工业学校（今河北工业大学）求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黄爱走出教室，
怀着满腔热血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爱国运
动中。当年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周
恩来的倡议下成立了， 黄爱被推选为学联执
行部成员， 带领天津学界积极投身五四爱国

运动。他还应邀出任《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
辑。

梅小平介绍，五四运动后，各种工人运动
团体、组织应运而生，黄爱逐渐意识到仅仅依
靠学生力量太过薄弱， 必须对工人进行启蒙
和组织。1920年9月， 他回到湖南开展劳工运
动。

“当时，黄爱在湖南的同学多为劳工，他
们希望建立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人组织。”
梅小平讲述，在这样的契机之下，黄爱在何叔
衡主编的《湖南通俗日报》上发表了《告工友
书》， 呼吁劳工们组织起来，“为改进物质生
活，增进文化知识而奋斗”。

《告工友书》如同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
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好友云集长沙， 其中就有
黄爱在湖南甲种工业的同学庞人铨。庞人铨，
字寿纯，湘潭县人，曾经参与过驱除军阀张敬
尧的“驱张运动”。由于一致认同“劳动运动是
改造社会的关键”，久别重逢的黄、庞二人相
谈甚欢，很快成了挚友。

1920年11月21日，在何叔衡、林伯渠等人
的帮助下， 湖南劳工会在长沙教育会坪召开
成立大会，黄爱被公推为大会主席。自此，湖
南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劳工团体宣告成立。

向共产主义靠拢
1921年上半年， 成立不久的湖南劳工会

将湖南第一纱厂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主战
场。

梅小平介绍， 湖南第一纱厂原是公有纱
厂， 于1917年被北洋军阀湖南省政府廉价租
给华实公司， 又于1921年被华实公司暗中转

租给湖北买办赵子安。
1921年3月8日，黄爱、庞人铨等发表《反

对纱厂商办》一文，对第一纱厂“完全的利益
都归到几个商人荷包”表示“誓死反对”，号召
将第一纱厂收归公有。4月13日， 湖南劳工会
组织近3000名工人学生示威， 但被时任湘军
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的赵恒惕派军警逮捕、驱
散。4月28日， 黄爱只身前往赵恒惕处准备与
其作面对面的斗争， 却被捕入狱。6月8日，赵
恒惕在舆论压力下被迫释放黄爱。

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过程中， 黄爱在
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影响下，对马克思列宁
主义有了更深的了解。 1921年冬， 黄爱加入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他和庞人铨接受
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建议，将湖南劳工
会进行改组，制定了新的劳工会章程。

“改组后的湖南劳工会被纳入中共湖南
支部领导， 以全新的姿态活跃在政治舞台
上。”梅小平告诉记者，改组后，湖南劳工会于
1921年12月组织开展了反对华盛顿会议（又
称太平洋会议）的万人游行示威活动。这次大
游行后，黄爱、庞人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大牺牲，大成功”
早在1921年出狱时， 黄爱就曾对去接他

的工友们说，自己“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
“他以行动和生命，践行了自己的铮铮誓

言。” 梅小平神情凝重地介绍，1922年1月，农
历年关将近， 湖南第一纱厂的工人们盼望厂
方发给年终双薪， 却被厂方一口拒绝。1月13
日，厂方贴出布告，称年终奖金“按技工铜元
一千文，学徒铜元五百文发给”，愤怒的工人
当天就进行了罢工。第二天，赵恒惕宣布实行
厂区“特别戒严”，军警肆意殴打、侮辱工人。1
月15日，湖南劳工会提出抗议，要求从工厂撤
走军队。

1922年1月16日晚，等待与厂方有关代表
进行协调的黄爱、 庞人铨等人被赵恒惕手下
的军警逮捕。第二天凌晨，积雪未化，北风哀
号，黄爱、庞人铨被刽子手们秘密押至浏阳门
外识字岭下。庞人铨很快被杀身亡，黄爱被连
砍3刀后仍拼尽全力高呼“大牺牲，大成功”。
他们的鲜血瞬间染红了大片雪地。

黄爱、庞人铨的牺牲震惊了湖南劳工界，并
在全国迅速激起强烈反响。 毛泽东在船山学社
先后两次为他们召开追悼会； 周恩来为此愤怒
地写下《生离死别》一诗；李大钊在《黄庞流血记
序》的文章中写道“黄、庞两先生用他们的血为
我们大书特书了一个新纪元……”

岳麓山穿石坡湖畔， 由花岗石砌筑而成
的黄爱、庞人铨墓庄重肃穆。来到采访的最后
一站， 记者脑海中浮现出邓颖超为纪念两位
烈士而作的《复活》一诗，里面有几句这样写
道———

“虽然他俩死了，准备着吧，使着无数的
他俩复活呀！”

将群众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
邵阳快捷处理“滨江花苑”遗留问题

补齐医疗“短板” 严惩违规违纪
怀化提升专项整治“含金量”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曾帅丛）溆浦瑶茶、汨罗粽子、津市茶油、古丈红
茶、武冈青钱柳……“湘”味十足的地理标志产
品应有尽有。 今天， 第二届金芒果地理标志产
品国际博览会在长沙启幕，来自全国23个省市
区283个地理标志产品参展。 我省130多家地理
标志产品企业组成参展方阵，尽显湖湘特色，成

为本届展会最大亮点。
地理标志是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为助推精准脱贫、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我省已
有地理标志产品80个，地理标志商标150个，地
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和地理标志商标使用企业
1147家，地理标志产品产值1300多亿元。

我省近年加大地理标志产品培育力度。 今
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设立了18个地理标志品
牌培育项目，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推荐“中欧地
理标志互认互保100+100”中方产品建议名单5
个，张家界大鲵、桑植蜂蜜纳入国家知识产权局
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程项目。

据了解， 第二届金芒果地理标志产品博览
会是由国家知识产权局、 湖南省知识产权局等
单位支持， 国内首家以地理标志为主题的全国
性专业展会。

黄爱：
“终必为劳动运动一死”

回望初心
———红色档案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 湖南省档案局、 湖南省档案馆联合主办

湖南日报记者 刘笑雪 通讯员 王明贵

【红色档案】

� � � �下图为湖南劳工会成立宣言，原件现存于湖南省
博物馆。 梅小平 供图

� � � �右图为“黄庞精神不死”纪念章（右为黄爱，左为庞
人铨），原件现存于长沙市博物馆。

第二届金芒果地理标志产品博览会举行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恬） 中联重科10月30日发布
2019年第三季度报告， 今年1至9月，公
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继续保持大幅增
长，实现营业收入317.55亿元，同比增长
50.9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4.8亿元，同比增长167.08%。

中联重科认为，良好的经营表现主
要归功于过硬的产品和优质服务，以及
客户维护和市场拓展迈上新台阶。 公司
工程机械板块表现尤为靓丽，收入同比

增长54.68%；塔式起重机、混凝土泵车
和工程起重机等传统主营产品产销两
旺、合同质量较高。

今年以来，中联重科积极布局土方
机械、高空作业平台等潜力市场， 产业
集聚和升级取得新进展。 中联重科表
示， 四季度公司将继续坚持高质量发
展、 稳健经营， 在产品研发、 制造、
销售、 客户服务和业务回款等方面做
好年底冲刺， 为2020年的发展储备新
动能。

中联重科前三季度
净利润同比增长167.08%

工程机械板块表现靓丽，主营产品产销两旺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黄利飞）
华菱钢铁10月30日晚发布第三季度报
告。 公司1至9月实现净利润51.62亿元，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3.94亿元，在
全国30家上市钢企中排名第3位。

今年前三季度，华菱钢铁聚焦产品结
构调整，围绕生产工艺、产品质量、智能制
造等关键核心技术，在关键品种研发生产
上不断突破，推动公司主导产品迈向中高
端。 1至9月，华菱钢铁重点品种钢累计销
量652万吨，累计创效超过13亿元。

今年以来，“华菱制造”助力国内外
多个重点工程建设。 华菱湘钢桥梁用钢

应用于世界跨度最大的双层悬索桥杨
泗港长江大桥、光谷大道高架；海工用
钢应用于亚马尔二期；80公斤级水电用
钢批量供货巴基斯坦SK水电站，并创下
最大厚度、高厚径比两项世界之最。 华
菱衡钢桩腿用钢应用于“蓝鲸2号”可燃
冰开采项目，高压高锅管应用于巴基斯
坦卡拉奇核电等项目。

中泰证券分析认为，华菱钢铁前三
季度盈利表现尚可，随着公司减轻财务
负担效用体现及阳春新钢正式并表，可
部分对冲行业盈利下滑影响，中长期维
持“增持”评级。

前三季度
华菱钢铁净利润超51亿元

�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 ） 当地时间10月30日，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素有“沙漠
达沃斯”之称的“第三届未来投资倡议
大会”上，中国湖南经贸代表团见证了
沙特阿拉伯沙瓦福国际集团长沙代表
处落成签约。

据介绍，沙特阿拉伯沙瓦福国际集团
是沙特阿拉伯前三大建筑公司之一的AL�
BAWANI集团旗下的国际贸易公司。AL�
BAWANI集团经营范围囊括了中东及世
界各地工程项目承包、信息技术和通信系
统等，是沙特“一级资质”企业。

在落成签约仪式上，来自长沙高新
区的湖南海搜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沙
瓦福国际集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承诺在今后的合作过程中，深入调研
市场需求与潜力，根据中沙两方的实际
需要，在直接商品贸易、高新技术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新兴产业孵化、文化娱
乐及教育旅游、工业地产模式探索等领
域开展全面直接的合作。

沙瓦福国际集团副总裁沙瓦福在
致辞中表示，长沙代表处是沙瓦福国际
集团在中国成立的第二家机构，将致力
于为沙特和湖南省之间的经贸往来创
造更多的投资和贸易机会。

此次长沙代表处的落成，将进一步
增进湖南企业与沙特企业之间的了解，
为双边经贸、人才、金融、技术、服务等
方面的深入合作构建一个沟通的平台，
打造一个畅通的渠道。

沙特沙瓦福国际集团
长沙代表处落成签约

构建沙特和湖南企业沟通合作平台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刘灵宁） 今天召开的湖南省整治
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典型案例新闻通
报会上，省市场监管局通报了查办的第一
批食品安全违法十大典型案例。

9月以来，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开展
“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假冒伪劣重
点领域治理“雷霆”行动等“六大”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行动。 严厉打击食品生产
经营环节违法违规行为；实施保健食品
行业专项清理整治；解决学校及幼儿园
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和食品安全
问题；整治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重点
解决蔬菜、禽蛋、猪肉、水产品质量安全
和农药、兽药添加禁用成分问题。

到10月中旬， 全省共查处食品生产
经营违法案件3825起，罚款金额3989.81
万元，责令停业停产95家，取缔无证企业
121户，移送司法机关案件41件。

省市场监管局表示，此次通报的典
型案例均系社会影响恶劣、具有警示作
用的食用农产品及食品安全案件。 下阶
段将继续推进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
行动，切实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链接：

食品安全违法
十大典型案例

1.岳阳市周某生等生产、销售有毒
有害食品案。

2.常德市汤某云等人销售假酒案。
3.娄底市付某福等人生产、销售母

种猪肉案。
4. 怀化市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案。
5. 益阳市李某生产销售假冒 （食

盐）注册商标案。
6. 株洲市邓某无证无照从事食品

生产经营案。
7. 长沙市某科技公司对保健食品

作虚假商业宣传案。
8. 湖南某职业学院为未经许可从

事食品经营活动者提供场所案。
9.永州市蒋某松、刘某生产销售侵

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商品和未依法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经营案。

10.长沙市贺某民、廖某清在食品
中添加药品案。

湖南通报食品安全违法十大典型案例

� � �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王文）
2020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
称“居民医保”）参保缴费于今天起全面
启动。根据国家、省、市机构改革总体部
署， 社会保险征收缴费工作已划归税务
部门负责。原“长沙人社12333”微信公众
号、支付宝缴费途径已全部关闭，市民可
通过新开通的4种渠道缴费。

新的缴费渠道分别是： 一是通过
湖南省税务局开发的湘税社保APP或
湖南省税务局网站缴费； 二是通过建
设银行、农业银行、 长沙银行、 湖南农
村商业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 中信银
行的网上银行或手机APP缴费； 三是
通过中国银行、招商银行、湖南农村商
业银行、中信银行、长沙银行、农业银
行、邮政储蓄银行、建设银行、 华融湘
江银行柜台缴费； 四是通过上述9家银

行的智能POS机缴费。目前，新的缴费渠
道还在调试之中，预计于下周可以开始
缴费。

长沙市医保局提醒参保市民，集中
参保时间为2019年11月1日至2019年
12月31日；2020年4月1日后缴纳当年居
民医保费的， 当年个人自负比例提高
10%；2020年7月1日后缴纳当年居民医
保费的，财政不予补助，参保人员需按
居民医保筹资总额（个人缴费+财政补
助）标准缴费。

据悉， 长沙市2020年度城乡居民、
高校学生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
统一为：一般人员250元/人·年；困难大
学生188元/人·年， 个人缴费差额部分
由财政补助；低保人员、特困人员、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重度残疾人员（1~2级）
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全额补助。

2020年长沙居民医保启动缴费
新开通四类缴费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