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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

“只想让百姓的脸上笑起来”
—记永顺县泽家镇党委书记彭忠华
——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肖大全 姚叶锋

正午，山林里寒气渐渐散去，水流顺着高
耸的大畔山，流进小龙洞，蓄入水井。很多百
姓说，“滴水贵如油”的泽家镇有了水厂，真是
奇迹！11月8日， 记者到水厂见到永顺县泽家
镇党委书记彭忠华，他正在这里检查，确保百
姓用上放心水。

“ 20 多 年 搞 不 下 来 的 水 厂 ，
终于搞定”
2017年， 彭忠华被永顺县委选派到该镇
当党委书记， 当时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如火如
荼，近1500人的饮水问题迫在眉睫。
必须把水厂建好。怎么建？泽家镇副镇长
向生介绍：“这片一直缺水，民风、地势复杂，
20多年来，很多人想建水厂，都被迫放弃。”
多番考察， 只有小龙洞这一处可以建水
厂。彭忠华咬咬牙，暗中发誓：一定要把水厂
建起来。
建水厂需要村民们的土地， 刚开始大家
个个不松口、不配合。一次施工，三四十个年
纪较大的妇女坐在挖机下阻工，工程被耽误。
得把群众的工作做好。 好在做群众工作
是彭忠华的“拿手活”。彭忠华想：传统的思想
在百姓心中已经根深， 不能跟百姓直接起冲
突，要转化矛盾。彭忠华经常晚上等村民做完
工，一家家上门拜访，耐心劝导：“你们要往长

远看，把水集中储存，就不用靠天吃水了。”
彭忠华还三赴吉首请乡贤回乡帮助做工
作，他希望通过乡贤的影响力，说服群众。“这
里的人大多姓彭，基本都有亲戚关系，成功走
出大山的人，说话能让百姓信服。”彭忠华说。
2018年初，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努力，水厂
建成。
“20多年搞不下来的水厂，终于搞定。”泽
家镇副镇长向生称赞道， 彭忠华还化解了一
批信访老户长时间上访的问题， 还和这些老
户交上了朋友。
2018年，彭忠华被评为
“
全省优秀调解员”。

“政府管的事情多，都成‘物业
公司’了”
水厂建起来， 水流入泽家镇易地搬迁安
置点的寻常百姓家。如今，这里的百姓，有的
安居下来，有的开始装修房子。
问题又来了，搬迁点垃圾成堆，严重影响
大家的居住环境。“垃圾堆成山！ 一点不夸
张。”泽家镇政府干部宋泽兴一边走一边跟记
者描述。
2018年，涉及该镇拔古、猫子塘、砂土3个
村的村民，有近1500余人入住安置点。村民把
乡村的生活习惯带到小区， 不少居民往楼下
倒垃圾、污水，楼道、路面一片狼藉，生活垃
圾、建筑垃圾“应有尽有”。
半年内，彭忠华每个月召开不下2次群众
会议，与干部群众一起商讨解决方案。

最后与居民达成一致， 与每户签署保洁
协议，交定金300元，做好卫生即可退回。
该镇组建14个人的保洁队伍，60多岁的
严胜良是保洁管理员。 他对记者说：“彭书记
经常下了班来检查，有时候一天来两三次，还
问我身体好不好，住得怎么样?”
“为了这事，你看彭书记瘦了，两鬓还有
白头发。”一个居民附和道。
下到安置点,彭忠华还苦口婆心向居民普
及卫生知识，牵头组织建立“易地扶贫搬迁问
题微信群”：一单元路灯坏了，二单元楼道灯
坏了，502房的厨房水管漏水了…… 诸 如 此
类、从早到晚，一有居民反映问题，政府干部
都立马回复、解决，还专门请工人帮助居民免
费修水电。
如今的安置点，道路干净，约50米一个垃
圾桶，20米一个绿白相间的路灯。
今年5月，居民彭南奎的父亲去世。由于
刚搬到新居，无法像往日一样办丧事，全家人
心里不痛快，闹到政府。彭忠华多方协调，在
安置区找了个门面，给其父亲办了丧事。
彭忠华想这不是长久之计， 于是专门成
立“红白理事会”，打算确定一个专门的地方，
给过世的老人办丧事，目前正在打地基。
“勤恳，任劳任怨，不抽烟不喝酒就搞工
作，总是很精神。”泽家镇干部张涛这样评价
彭忠华。
“我也是农民出身，作为一名基层干部，我
只想让百姓的脸上笑起来,荷包鼓起来，这是我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不懈追求。”彭忠华说。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湘潭大学：

自习室建在“家门口”
湖 南 日 报 11 月 9 日 讯 （ 通 讯 员 申 永 丰
记者 易 禹 琳 ）10月31日， 夜已深， 湘潭大学

2016级应用化学专业学生吴成扬结束当晚的
自习，收起手中的《有机化学》，从琴湖学生公
寓自习室缓步走出，两三分钟便进了宿舍。日
前， 学校新增琴湖学生公寓八栋、 九栋自习
室。今年冬天，吴成扬和他的同学再也不用在
寒风中跑到教学楼去自习了， 就近自习已经
成为他的首选。
在湘潭大学这所学风浓郁的校园里，怎
样让学生更方便、 更快捷地找到满意的自习

场地，是萦绕在校领导心头的一件大事。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来，学校把
解决好学生自习问题， 作为推进主题教育的
重头工作。 首先开放第一教学楼为考研学生
提供长时间自习点，公布全校空教室信息表，
制定教室使用管理制度与学生管理员值班措
施，杜绝占座现象，同时做好教室卫生和电力
保障。
学校又把目光投向了学生入住率最高的琴
湖学生公寓， 为就近解决好这个大群体的自习
需求，把琴湖学生公寓八栋、九栋的仓库、活动

室、 安保室的架空层进行改造升级， 增加了近
500个自习座位， 同时配备了空调、 饮水机。现
在，每晚不到7点钟，琴湖学生公寓自习室内已
坐满了学生，大家看书、写论文，鸦雀无声。
据悉，除自习室外，针对学生反映的体质
测试人员扎堆、排队时间长、场面混乱、复测
麻烦的问题，学校开发了体质测试预约系统、
成绩查询系统以及免缓测申请系统， 学生可
网上预约。10月8日至23日，共测试学生15636
人，整个测试过程安全、准确、高效，学生们纷
纷点赞。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整改“四点”，创造更优育人环境
湖南日报 11 月 9 日讯（记者 易 禹 琳 通 讯
） 我们突出主题教育的实践性，对
员 赵小平“

师生反映的热点、顽点、堵点、难点，坚持边学
边查边改，能改的立即改，一时解决不了的盯
住改、限期改，确保一件一件整改到位，创造
更优的育人环境。”11月1日，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党委副书记、 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
任刘志敏向记者介绍。
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解决调研发现的问题。学校新建容量600余辆
的学生单车棚，提质改造3个学生食堂，安排
900万元更新改造教学设施设备，解决了师生
反映的“热点”问题。对干部不担当不作为进
行问责， 免去科级干部1人， 调整科级干部3
人，干部提醒谈话9人次，营造了风清气正的
氛围，整改了干部作风“顽点”。学校简化工作
流程，减少会议和发文数量，各类文件发文数
量同比下降11%，考核次数下降5%，将师生精
力集中到加强学校内涵建设上， 提升了管理

服务效能，疏通管理环节“堵点”。针对师范专
业认证、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建设、本科教学工
作审核评估工作中存在高 层 次 人才 不足 问
题，学校引进博士39名、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
4名，增强了学校办学的核心竞争力，破解了
学校发展“难点”。
据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还将继续整改
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关于教师队伍建设、 学科
建设工作、 学校管理干部工作作风建设等方
面存在的问题，并形成长效机制。

炎帝陵:
—走进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

祖陵圣地 华夏根源

【基地概况】

【藏品故事】

在历史传说中， 炎帝神农氏是我国上古
时期杰出的部落首领， 也是中华农耕文化的
创始者， 为中华民族的始兴和繁衍作出了开
创性的伟大贡献。
炎帝神农氏为民治病，遍尝百 草 ， 一 日
遇七十毒而不缀，后因误尝“断肠草”逝世，
崩 葬“长 沙 茶 乡 之 尾 ”， 即 今 湖 南 省 株 洲 市
炎陵县鹿原镇鹿原陂。数千年风雨，炎帝陵

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国庆
70周年大型成就展及网上展馆
新华社北京 11 月 9 日电 中央
“不忘初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把爱国之
情、强国之志转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的自觉行动。
通知要求，北京市和在京的中央国家
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党组织可组织党员干
部到北京展览馆现场参观，京外其他党组
织可以党支部为单位集中组织党员干部
参观网上展馆，并通过座谈交流、互动分
享等多种形式深化学习教育效果。
国庆70周年大型成就展领导小组组
织有关方面举办的“伟大历程 辉煌成
就——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成就展” 于9月23日在北京展览馆开
幕 ， 网 上 展 馆（guoqing70.cctv.com）于 9
月29日发布上线。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加强
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结合
实际， 采取适当方式组织党员干部参观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
—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及网上展
馆。
通知要求，将组织参观活动作为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重要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加深对新中
国成立70年来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
历史性变革的切身感受，大力弘扬爱国主
义精神，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中宣部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研讨班

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培训基层宣讲骨干
新华社北京11月9日电 11月7日-9日，
中宣部在京举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
全会精神研讨班， 深入学习领会全会精神，
培训地方宣讲骨干，对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基
层宣讲工作作出安排。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学习领会全会通过的《决定》，学习领会中央
宣讲团动员会精神，听取了中央宣讲团首场
宣讲报告，并就创造性开展基层理论宣讲工
作进行交流和研讨。大家认为，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是我们党站在
“
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开创性、
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全会《决定》通篇贯穿着
坚定自信、坚守根本、改革创新的精神，是新
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
宣言和行动纲领。
大家表示，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全党全国的重要政治任务， 也是宣传思想
战线必须担负起的重大政治责任。 要切实增
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
政治自觉和思想自觉， 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围绕全会《决定》，原原本
本学、系统深入学，努力掌握全会精神的丰富
内涵和核心要义。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
深入基层开展对象化、互动化宣讲，精心遴选
本地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
精干力量，紧密联系干部群众的思想实际、工
作实际，运用通俗易懂、鲜活生动的语言讲好
中国制度故事， 推动广大干部群众切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 把智慧和力
量凝聚到落实全会确定的各项任务上来。
各地党委宣传部门有关负责同志、理论
处长、讲师团长，有关高校和理论工作平台
的负责同志，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代表参加了
研讨班。

48支队伍角逐“
贺龙杯”城市气排球赛
湖南日报 11 月 9 日讯 （记者 王亮）今
天，2019长沙首届“贺龙杯”全国城市气排
球赛在长沙贺龙体校开幕，来自全国45个
城市的48支队伍、近500名选手，将在两天
的时间里以球会友、交流切磋。
本次比赛设男女中、 青年四个组别，
各组均有12支球队， 共计48支参赛队伍。

比赛执行中国排球协会审定的《气排球竞
赛规则》，各个组别前六名获奖。本次气排
球赛是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基础上， 结合长沙本土体育特色全新设
计、适合百姓参与的一项大众参与类休闲
运动竞赛项目， 由长沙市体育局支持，长
沙市排球运动协会主办。

长沙市住建局通报湖南拓宇混凝土有限公司
混凝土质量问题有关情况
湖南日报 11 月 9 日讯 （记者 王文）近
目、望城区9个项目，合计20个项目混凝土强
日，长沙市部分楼盘业主以及个别自媒体
度满足设计要求。望城区除新城国际花都五
集中反映湖南拓宇混凝土有限公司混凝
期三标C10栋以外， 还确定新华联梦想城项
土质量问题。今晚，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
目1.1号地二期二标13栋21-25层部分混凝
设局通过官方微信对有关情况进行了通
土构件强度未达设计要求，目前该项目已停
报。10月10日起， 住建部门在全市开展预
工，建设单位正组织专家论证，研究处理措
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执法检查，针对其中59
施。湘江新区10个项目、高新区4个项目、望
个涉及项目开展了重点检测和核查发现，
城区23个项目，合计37个项目正在进行现场
望城区新城国际花都有关楼栋部分混凝
检测，检测结果将及时公布。
土构件强度未达设计要求正在进行拆除，
下一步， 该局将深入开展专项执法检
新华联梦想城相关楼栋混凝土构件强度
查，对全市所有在建项目和预拌混凝土生产
未达标已停工正在进行专家论证研究处
企业开展质量检查；加强对问题项目的质量
理措施，经检测有20个项目混凝土强度满
监管， 责成属地监管机构对问题项目的建
足设计要求，另有37个项目正在进行现场
设、施工、监理等责任主体单位必须严格按
检测，检测结果将及时公布。
设计要求进行处理；依法依规启动调查处理
2019年5月，望城区住建局在现场检查
程序，对问题项目的建设、施工、监理等责任
过程中对新城国际花都五期三标C10栋部
主体单位及预拌混凝土企业严肃查处，并向
分混凝土构件质量存疑。通过检测公司多轮
社会公布处理结果。
检测， 鉴定该项目C10栋
12层以上部分混凝土构件
强度未达设计要求。 望城
2019 年 11 月 09 日
区住建局根据检测报告、
开奖号码 3 2 8
第 2019299 期
鉴定报告和专家评审意
见， 于今年10月份要求参
湖南省中奖情况
建单位对C10栋12-27层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进行返工重建。目前，该项
单选
869
1040
903760
目C10栋正严格按照专家
组选三
0
346
0
评审的拆除方案进行拆
组选六
2208
173
381984
除， 其混凝土供应商湖南

中国福利彩票 3D 开奖信息

炎帝陵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炎帝神农氏
的安寝福地， 坐落于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城
西19公里处的鹿原陂， 被海内外炎黄子孙誉
为“神州第一陵”。炎帝陵景区由神农大殿祭
祀区、陵寝大殿拜谒区、“神农园”缅怀区、皇
山游览区、洣水风光带组成，主要景观有炎帝
陵、神农大殿、陵寝大殿、御碑园、圣火台、九
鼎台、皇山、神农园、华夏广场、福林、圣德林、
洗药池、味草亭等100余处。
炎帝陵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中华全国归国华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
“湖南省十大文化地标”之一。2018年，炎帝陵
接待参观人数123.9万人次。

历经沧桑的炎帝陵殿

03

炎帝陵殿。
殿历经沧桑，屡毁屡建。有历史记载的较大
修 葺 ：宋 代 3次 ，明 代 3次 ，清 代 9次 ，民 国 两
次。近代炎帝陵殿修复工程于1986年6月28
日 开 工 ，至 1988 年 10 月 底 竣 工 。 修 复 后 ， 整
个建筑占地面积3836平方米，建筑面积903
平方米。陵殿共分五进：一进为午门，二进
为行礼亭，三进为主殿，四进为墓碑亭，五
进为陵墓。其后，景区设施不断建设完善，

炎陵县炎帝陵管理局供图
景点不断丰富， 目前景区开放游览 面 积 达
3.6平方公里。
数千年来， 炎帝身上所体现出的坚韧不
拔的开拓精神、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自强不
息的进取精神、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构成了
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是中
华民族长盛不衰的力量源泉。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通讯员 黄敏 整理）

拓宇混凝土有限公司已全
面关停。
10月10日，长沙市住
建局组织对全市预拌混凝
土企业和在建项目开展预
拌混凝土质量专项执法检
查， 重点检查了湖南拓宇
混凝土有限公司， 并将该
公司同一时期供应的项目
开展了摸排。经核实，全市
同一时期使用该公司混凝
土共有59个项目， 其中望
城区34个、湘江新区10个、
高新区10个、 长沙县4个、
市本级1个。经所涉项目属
地监管机构现场检测核
查，高新区6个项目、长沙
县4个项目、 市本级1个项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超级大乐透

奖级
一等奖

期号
19128

开奖号码
20 21 25 34 35 03+12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基本

2

10000000

20000000

追加

0

--

0

下期奖池：2137001004.60（元）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99

5 7 8

排列 5

19299

5 7 8 2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