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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５日讯（记者 曹辉
王茜 周红泉 通讯员 曾红波） 昨天
是彭德怀元帅诞辰116周年纪念日，
也是红三军团长征出发80周年。 在
秋日暖阳中，上千人聚集在湘潭县乌
石镇彭德怀纪念馆铜像前，深切缅怀
彭德怀同志的丰功伟绩。

上午10时， 乌石峰下的彭德怀
铜像广场， 罗荣桓元帅之子罗东进，
部队老同志唐新秋、黄祖示和中华爱
国工程联合会、彭德怀希望小学等单
位的代表，向彭德怀同志铜像敬献了
花篮。嘉宾和少先队“彭德怀中队”学
生代表传递象征彭德怀精神的火炬，

彭德怀纪念文集《石穿》首次发行。全
国连环画收藏家姚嘉康向彭德怀纪
念馆捐赠珍贵红色连环画13册。

彭德怀纪念馆馆长李日方介绍，
纪念活动为表达对彭德怀元帅的深
切缅怀和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用
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推动时代精神

和民族精神的传承，以带动元帅故里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全面发
展。 乌石镇党委书记赵龙江表示，该
镇将以“彭德怀纪念地”的人文景观
和乌石峰、 乌石寨的自然景观为依
托，致力把乌石建成美丽生态旅游名
镇。

本报10月25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陈荣柏） 金色秋天， 大地丰
收，果实飘香。 今天在山东青岛开幕
的第十二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上，48家“湘字号”农业龙头企业参
展，试水“湘品出湘”的北上通道。

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简称
“农交会”） 是农业部主办的唯一大
型农业行业盛会。 本届农交会在青
岛举办， 湖南省农委组织500余种
“名、特、优”农产品，展示成果、推动
交流、促进贸易，开拓青岛市场，辐
射东北亚市场。

“请您来看看湖南的农产品。 ”
人流中， 带队的省农委巡视员谢国
华“拉住”农业部的领导。他介绍，湖
南农业迈向优质、高产、高效，“三品

一标”（有机、绿色、无公害和地理标
志） 的认证个数已达到3000多个。
此次来参展的都是精品， 一致看好
青岛及北方市场。 农业部的领导们
看标识，问产地，连声称好。

“北方以面食为主，最大挂面产
地却是湖南。 湖南生产的‘沁香一
号’米，是国内最长的米，口感与香
味都不输泰国米。 ” 利用农交会平
台，省粮食集团负责人现场推介，与
连锁超市对接。

湘茶成为湖南展馆的突出亮
点。 长沙金井、蓝山三峰等绿茶，醴
陵云霄山的白茶，新化渠江薄片、安
化千两茶等黑茶，占据显要展柜，引
来经销商洽谈，赢得日本、韩国客商
的青睐。

参展农交会 拓北上销路

湖南农产品飘香青岛
湘潭纪念彭德怀诞辰116周年

助推元帅故里红色旅游

10 月 25
日，学生在跳
绳。 当天，省
体育局等单
位联合举办
的全民健身
挑战日活动
在益阳市鹅
羊池广场、益
阳奥林匹克
公园、湖南城
市学院、益阳
医专等地同
时展开。

桂志强 摄

（紧接1版②）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广
大政协委员和政协工作者， 要始终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
政协的性质定位， 坚持大团结大联
合，坚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不断提
高政治把握能力、调查研究能力、联
系群众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紧紧围
绕我省全面深化改革献计出力，充
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
渠道作用， 广泛凝聚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正能量。

修福金说， 黄兴先生的光辉业
绩、伟大精神、高尚品格将永远激励
我们前进。 民革是继承和发扬以孙
中山先生、 黄兴先生为代表的辛亥
革命先烈们爱国、 进步精神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 在促进祖国

统一大业中具有特殊作用。 我们要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坚定不移
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为实现祖
国统一和民族振兴作出贡献。

李微微说， 黄兴先生等革命先
贤百折不挠、 矢志不渝的爱国情
怀， 英勇奋斗、 不怕牺牲的奉献精
神， 淡泊名利、 光明磊落的高尚品
格， 是留给我们极为宝贵的精神财
富。 我们要始终铭记革命先辈振兴
中华的夙愿遗志， 大力弘扬革命先
贤的伟大精神， 在全面深化改革、
加快建成全面小康的征途上阔步前
行。

会上还举行了《黄兴纪念文集》
的首发式， 参会领导向黄兴亲属赠
送了文集。

（紧接1版③） 三是重要民生工作情
况， 对15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建设
进展情况逐项督查， 特别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去年来湘考察
时关于精准扶贫的指示精神， 督促
各有关地方和部门抓好发展生产、
健全公共服务和基础教育三件大
事。 四是重大安全隐患整改， 督促
各地党委政府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着力推动全省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
好。

孙金龙强调， 要严格要求， 树
好形象， 以务实的作风和良好的精
神状态开展督查； 要统筹安排， 密
切协作， 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确保

督查活动有序高效。
陈肇雄说， 要深刻认识这次督

查工作的重大意义， 准确把握督查
工作重点， 围绕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转作风深入一线
开展督查， 准确把握政策， 创新方
式方法， 严明工作纪律， 确保督查
实效， 推动省委省政府各项重大决
策部署贯彻落实。

韩永文说， 要切实强化责任意
识， 扎实深入开展督查； 努力吃透
政策， 创新督查方法， 做到不说外
行话， 不做外行事， 既看到亮点，
又找准问题； 严肃工作纪律， 认真
撰写督查报告。

（紧接1版①）省人大坚持科学民主立
法和执法检查监督， 省政协政治协
商、民主监督更加规范化、程序化、实
效化。 目前，全省已有260余件现行
有效的地方性法规和156件政府规
章，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地方法规体
系。

规范权力运行，构建
法治政府“湖南样本”

相继出台实施《湖南省行政程序
规定》、《湖南省政府服务规定》等“一
规划两规定六办法”，规范权力运行，
有效解决了政府“做正确的事”和“正
确地做事”问题。

全省先后召开重大行政决策听
证会2100余次； 审查修改地方性法
规草案49件、规章草案45件；开展专

项清理7次，清理规范性文件13万件
次；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4000余个，
发布行政执法指导案例1500余个，
公布“权力清单”6000余项；全省13
个设区的市及122个县市区中的109
个，在城市管理领域开展了相对集中
行政处罚权工作，开展行政执法培训
100余万人次； 压缩行政审批项目
1000余项；办理行政复议案件1万余
件。

省政府法制办指导省经信委、省
人社厅等近40家省直行政执法部
门，建立网上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或电
子邮箱， 畅通行政执法监督渠道；完
善全省行政执法人员信息管理系统，
公开执法人员信息，方便公众网上查
询， 公开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全省
14.6万名行政执法（监督）人员信息，

实行统一管理和网上公示。

大力推行司法公开，
实现公正司法

省法院重点推进审判流程公开、
裁判文书公开和执行信息公开三大
平台建设， 建成标准化数字化法庭
192个，庭审直播3700多场，庭审同
步录音录像8900多案， 新增人民陪
审员4000余人。

省检察院制定《湖南省检察机关
检务公开工作办法》， 是全国首个规
范检务公开的制度规范；在全国率先
推行在检察机关外部成立“选任委员
会”的方式选任人民监督员，全省共
选任974人。

全省公安系统推广应用阳光警
务执法办案查询系统、网上语音督察

系统、 省级集中建库的执法办案系
统、音视频联网系统和执法办案场所
管理系统。省司法厅公开全部行政执
法事项并大力推行狱（所）务公开。

全社会学法用法守法，
氛围越来越浓厚

10月13日， 省直机关500名新任
省直公务员， 在任职培训中专门学习
相关法律知识， 开启公职人员学法用
法述法守法新气象。 省委法治办组织
编写了《法治湖南建设纲要导读》和
《法治湖南建设文件汇编》， 向全省干
部免费发放学习， 各级各部门层层举
办了中心组学习、领导法制讲座、干部
法治培训班。学校、企业、部队、社区和
公民主动学法用法守法，遇事“不找领
导找法律”，“法治湖南”家喻户晓。

本报10月25日讯（通讯员 邓姝琳
记者 李国斌）23日晚，人偶视听剧《马
兰花》在湖南大剧院上演。该剧将杖头
木偶与合唱艺术相结合， 以一种全新
的舞台样式演绎了我国经典童话剧
《马兰花》的动人故事。

人偶视听剧《马兰花》由湖南省木
偶皮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与省艺术研
究院知音合唱团共同创作演出。舞台上
美丽的童话场景中，杖头木偶表演在优
美动听的合唱音乐中穿插进行。其音乐
来自木偶歌剧《马兰花》中的演唱部分，
根据合唱的特点对演唱进行了再创造，
增加了男女声合唱、独唱、二重唱、三重
唱等多种演唱形式。

杖头木偶与合唱艺术结合
湖南演艺界

全新演绎《马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