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通讯员 陈琼）今天上午，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
了《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草案·二
次审议稿）》。二次审议稿完善了渡运安
全管理相关规定，明确提出乘客不按规
定穿（拿)救生衣或者救生浮具不能开
船，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为确保乘客安全， 二次审议稿规
定了渡船禁止开航的7种情形：能见度
不良、风力超过渡船抗风等级、水位超
过停航封渡水位线或其他不适航的天
气、水文条件；超载或者装载不当；渡
船存在可能影响航行安全的隐患；易
燃、易爆等危险品和乘客同船混载，或
者装运危险品的车辆和客运车辆同船
混载；船员、救生器材配备不符合规定

要求；乘客不按规定穿（拿 )救生衣或
者救生浮具；乘客在船上打架斗殴、寻
衅滋事或者其他可能危及渡运安全的
情形。二次审议稿同时拟规定，具有第
一种情形擅自开航的， 由县级海事管
理机构责令改正， 对渡船所有人或者
经营人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
下罚款；具有第六种、第七种情形擅自
开航的， 由县级海事管理机构责令改
正，对渡船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处200元
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为保障学生安全，二次审议稿还
增加了中小学生上下学集中乘船时
的具体保护措施： 中小学生上学、下
学集中乘船的，值班船员应当安排座
位就座，督促穿（拿）救生衣，并登记
人数。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刘文
韬 通讯员 陈琼）今天下午，省十二届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对《湖南省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办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进
行分组审议。二次审议稿对全省关于生
活垃圾分类处置工作中带有共性、原则
性的问题进行了规范，增加了餐厨垃圾
处置相关规定。

二次审议稿拟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应当因地制宜逐步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 建设完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设
施，对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促进生活垃圾
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餐厨垃圾应当
单独收集和运输；不得随意倾倒、堆放，
不得排入雨水管道、 污水排水管道、河
道、 公共厕所和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煎
炸废油应当与其他餐饮垃圾分开收集
和运输。二次审议稿同时明确了违法倾
倒堆放餐厨垃圾的法律责任， 拟规定，

随意倾倒、堆放餐厨垃圾的，由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
为，限期改正，单位并处5000元以上5
万元以下的罚款；个人并处200元以下
的罚款。

此外， 针对当前农村存在的秸
秆和林竹草废弃物随意弃置， 以及
畜禽粪便和尸体随意处置的情况 ，
二次审议稿增加了相关规定， 要求
禁止将农作物秸秆、 林竹草废弃物
弃置于河道 、湖泊 、水库等水体内 ；
禁止在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
通干线附近露天焚烧农作物秸秆 、
林竹草废弃物。 从事畜禽规模养殖
的单位和个人， 应当远离饮用水源
和其他需要特别保护的区域建设规
范的畜禽粪便收集、贮存、利用或者
处置场所， 所建场所应当并采取防
渗措施， 防止污染地下水或者饮用
水源； 应当对畜禽尸体进行无害化
处理，不得随意丢弃。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陈琼）为保障饮用水安全，维护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我省拟通过立法保护饮用
水水源。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湖南省饮用水水源保
护条例（草案）》。

饮用水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健
康，但我省饮用水水源在水质保障上还存在一
些困难和问题。对此，草案将饮用水水源的水
质保护作为条例规范的核心内容， 对准保护
区、二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的禁止性行为作
出了明确规定。

草案拟规定，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
禁止下列行为：新建、扩建水上加油站、油库等
严重污染水体的建设项目；改建增加排污量的
建设项目；使用毒鱼、炸鱼等方法进行捕捞；排
放、倾倒工业废渣、城镇垃圾和其他废弃物。在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还禁止下列行为：设
置排污口；新建、改建、扩建高尔夫球场、制胶、
制糖、化工以及其他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设
置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设置装卸垃圾、油类
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的码头。 在饮用水水源一

级保护区内，除上述规定的禁止行为外，还禁止
下列行为：新建、改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
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网箱养殖、游泳、垂钓。已
建成的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
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令拆除。

草案还明确了违反规定的相关法律责任。
其中， 在饮用水水源准保护区和保护区排放、
倾倒工业废渣、 城镇垃圾或者其他废弃物的，
由县级以上政府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限期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情节严重的拟处
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在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设置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由县级
以上政府环保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拟处20
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并报经有批准权
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拆除或者关闭。

草案还要求市、 县政府应当确定应急备用
水源，保证本行政区域内村（居）民7日以上生活
用水。具备条件的，应当确定饮用水双水源。已
有的饮用水水源地水量不足或者水质达不到规
定标准的，应当重新确定饮用水水源地，原饮用
水水源地经原确定部门同意后退出或者经水质
改造后作为应急备用水源。

【审议声音】
王仁祥委员：农村饮用水水源建设与保护

是当前水源保护的薄弱环节，建议条例增加相
应内容：一是各级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饮用水
水源地规划和建设，逐步推进城乡统筹区域集
中供水，逐渐减少小型、分散供水点，改善农村
饮用水条件；二是对农村饮用水水源保护主体
责任、农村饮用水源保护范围、农村饮用水监
测等方面作出更为具体、明确规定，确保农村
饮用水水源安全。

杨梅芳委员：建议对擅自改变饮用水水源
或应急备用水源、损毁饮用水水量保障管网等
设施设备和擅自引水、截水、排水影响饮用水
正常供水等行为，增加禁止性规定，并设置相
应法律责任。

李小平委员：一旦发生饮用水水源水污染
事故，将严重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建议条
例要强化应急处理能力建设，进一步建立健全
应急处理机制和重点流域、区域水环境污染和
生态破坏联合防治、 风险预警防控协调机制，
加强应急处理队伍和制度建设，确保饮用水水
源水污染事故应对及时、防治有力、处理高效。

湖南日报7月27日讯 （记者 刘文韬 通讯
员 陈琼）今天下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一次会议对《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保障法〉办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
进行分组审议。 二次审议稿就残疾人办证费
用、助学、无障碍设施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体现了对残疾人的人文关怀。

在第一次审议时， 有常委会组成人员提
出，残疾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应当进一步
得到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因此建议减免办理残
疾人证时需要残疾评定的相关费用。 对此，二

次审议稿提出，残疾人证由残疾人本人或者监
护人申请，其户籍所在地的县（市、区）残疾人
联合会应当依法审批并免费发放。 同时明确，
残疾人需要到卫生和计生部门指定的医疗机
构接受残疾评定的，相关医疗机构应当为残疾
评定申请人提供便利并减免相关费用。

对于残疾学生的教育问题， 二次审议稿
拟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残疾学生
采取下列助学措施： 对贫困残疾幼儿发放入
园补助；对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学生免学杂费、
免教科书费、免住宿费，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的残疾学生补助生活费； 对高中阶段家庭经
济困难残疾学生免学杂费； 对高中阶段和普
通高等院校、 特殊教育学校的残疾学生给予
资助；将普通高校全日制在校残疾学生，中等
职业学校一、二年级在校残疾学生，普通高中
和特殊教育学校职业高中班（部）就读的残疾
学生，优先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二次审
议稿还特别提出， 困难残疾人家庭学生可以
比照残疾学生，同等享受相关助学补助。

针对当前普遍存在未建设无障碍设施或
者建设不达标的情况，二次审议稿明确了相关
法律责任，拟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城市道路、
公共建筑、公共交通设施、居住建筑、居住区，
不符合国家有关无障碍设施工程建设标准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依
法处理。对无障碍设施和设备未进行及时维护
和管理或者毁损、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或者改
变无障碍设施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
市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城市管
理部门采取措施恢复原状， 费用由违法者承
担，并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

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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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拟立法保护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内禁止倾倒垃圾，违者最高可罚20万元

残疾人保障法实施办法
修订草案体现人文关怀

拟减免办理残疾人证时需要残疾评定的相关费用； 困难残
疾人家庭学生比照残疾学生同等享受助学补助；毁损、擅自占用
无障碍设施拟处2万元以下罚款

乘客不按规定穿（拿）救生衣
或救生浮具不能开船
省人大常委会再次审议水上交通安全条例草案

违法倾倒餐厨垃圾将被罚款
实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办法草案进行二审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荨荨（上接1版①）
习近平强调， 党要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

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
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 毫不动摇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把党建设得更加
坚强有力。只有进一步把党建设好，确保我们
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我们党才
能带领人民成功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
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不断从胜
利走向新的胜利。 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
认识到，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
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必须以更大
的决心、更大的勇气、更大的气力抓紧抓好。

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
向背。 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
的成果，人民群众给予了很高评价，成绩值得

充分肯定，经验值得深入总结。但是，我们决
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盲目乐观。全面从严治
党依然任重道远。全党要坚持问题导向，保持
战略定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把
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举措搞得更加科学、更
加严密、更加有效，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
起、干在一起，引领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
的航船破浪前进，胜利驶向光辉的彼岸。

李克强在主持开班式时指出， 习近平
总书记的讲话十分重要。 讲话科学分析了当
前国际国内形势，深刻阐述了5年来党和国家

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深刻阐述了新的历
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
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深刻阐明了未来
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
动纲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
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想性、
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要认真学习领会，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并以
此指导和推动各项工作，增强政治意识、大局
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抓好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刘云山在结业式上作总结讲话， 他强
调，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的
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大家通过学
习，深化了对讲话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
实践意义的认识， 深化了对讲话丰富内涵、
精神实质、基本要求的认识，武装了头脑、明
确了方向。要认真组织好讲话精神的学习宣
传贯彻，联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治国理政实践，联系党和国家的历史性变革
和历史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增强维护核心的
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以讲话精神为指
导， 扎实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工作，做
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深入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员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
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
国政协党员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出席开
班式。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以及有关
方面负责同志列席开班式。

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中央和
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军队各大
单位、 军委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研
讨班。

荨荨（上接1版②）
上世纪30年代中期， 国共两大阵营相继

发生青年军官枪杀女性事件： 国民党军队的
上校团长张灵甫和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 ，
两人均是骁勇善战、才堪重任的“将才”，前者
在蒋介石“国家急需人才，戴罪立功 ”的名义
下得以解脱； 而黄克功却被枪毙在铁的纪律
下。在毛泽东眼里，一百个黄克功也比不上共
产党和红军的纪律和荣誉。

后人评说： 这才是共产党最终战胜国民
党的关键。

（三）“共产党的军队为什么会越打越多、
越打越强 ”———这是人民军队的对手不解的
另一个谜。

其实，谜底并不神秘，这就是争取广大群
众、赢得人民支持。

在当时各色武装多如牛毛的环境中 ，百
姓并不是命里注定就会跟人民军队走。然而，
每到一地，我军都严明纪律、秋毫无犯 ，尊重
百姓风俗习惯，都发动群众奋起抗争 ，使 “吃
饭照影影， 睡觉看星星” 的贫苦群众分得田
地，使“白天钻草窝，晚上去干活”的穷苦百姓
分得衣物。 这样的队伍， 群众怎能不视为亲
人？这样的军队，群众怎能不铁心跟随？

1947年，人民解放军攻打山西运城，在这
场长达半年之久的强攻打援中， 周边百姓先
后为部队送来了多达17万块的门板。

1948年10月， 辽沈战役关键一战的黑山
阻击战打响， 战场周围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
抢运弹药、撤离伤员、运送给养 。仅一个叫下
湾村的村子里，就牺牲了400多支前群众。

整个淮海战役，战场上几乎每一颗子弹、
每一发炮弹 、每一粒粮食 ，都靠500万支前百
姓昼夜不息运送上来。

心相通，才会命相托。世界上有哪一支军
队能让老百姓如此心甘情愿以命相交、 以命
相托？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清楚自己从哪
里来， 知道自己为谁而战， 人民军队就能拥有

“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底气。“我不知道你是
谁，但我知道你是为了谁”，世界上有哪一支军
队能拥有“人民子弟兵”这等专属昵称？

正因为人民的支持， 人民军队从区区数
千人的破衣烂枪，迅速壮大到“横扫千军如卷
席”的雷霆之势。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
就是人民军队的对手无法解开的谜团。

（四）“无湘不成军 ”。湖南这片英雄的土
地在人民军队的发展、成长与壮大的历史中，
抒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章。

特定的地域环境， 赋予了湖南人尚勇倔
强的地域性格。 民族危急存亡之秋， 这片热
土，始终昂扬着荡气回肠的慷慨壮歌———

黄埔军校前五期共招收了7399名学员 ，
其中湖南就有2189人，居全国之冠。这批热血
湖湘子弟，很多成长为人民军队的将帅；

秋收起义、桑植起义 、湘南起义 、平江起
义，义旗高举，星火燎原，湖南这块土地是人
民军队成立时期的重要策源地；

湘赣根据地、 湘鄂川黔根据地； 中央红
军、红二、六军团；湘江之役、通道转兵 、十万
坪大捷， 一个个见证着红军成长与牺牲的历
史事件， 演绎着湖南这块土地上叱咤风云的
悲壮与英勇；

抗美援朝，一万多湖湘子弟血洒异国，谱
写了一曲卫国保家的壮歌。

这一串数据和事实，既是历史的机缘，也
是湖南革命先辈的选择和作为。

作为人民军队的伟大缔造者和统帅 ，
毛泽东的贡献无与伦比———

是他，在革命的第一个“山头”，拉起了第
一支中国工农武装； 是他， 扭转了僵化的教
条，变被动为主动，让成长期的红军摆脱了敌
人的一次又一次 “围剿”， 从而绝处逢生；是
他，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指导思想，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行动路径；
是他，写出《论持久战》的光辉著作，为打败日
本帝国主义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是他，面
对强大的外部威胁，发出“一切帝国主义都是
纸老虎”的豪言，鼓舞人民军队打出了地球上
的自信！就连骄横的美军也不得不承认，他们
“就怕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彭德怀横刀立马，贺龙屡建奇功，罗荣桓赤
胆忠诚；三大元帅身后，还有一张优秀骁勇的湖
湘将领群英谱———左权、黄克诚、陈赓、宋时轮、
谭政、萧克、王震、唐延杰、宋任穷、肖劲光、甘泗
淇、邓华、李涛、朱良才、廖汉生、苏振华、李聚
奎 、彭绍辉 、杨勇 、张震 、何长工 、杨立三 、
李贞 ……他们从三湘大地走出，在血与火的淬
炼中百炼成钢，成为人民军队的中坚人物。

雷锋，这个来自望城的普通战士，用他默
默无闻的奉献， 成为新中国军人乃至整个民
族的代名词；在通往现代化的强军路上，英雄
飞行员张超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湖南这片土地 ，红色基因 ，一脉相承 ；英
风浩荡，气贯长虹。

（五）撼山易，撼解放军难，中国军人有着
令对手无法理解的“谜一样的东方精神”。

回望90年风雨历程， 人民军队英勇投身于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 其历程
之艰辛、奋斗之顽强、牺牲之巨大、作风之过硬、
战绩之辉煌，中外军队史上极其罕见。

这支靠“红米饭、南瓜汤”支撑的军队，在反
动势力长达10年的围剿中杀出一条生路； 这支
人民军队，在１４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凭借简陋
的装备，歼灭日伪军171.4万人，牢牢拖住了日
本法西斯的大量有生力量；这支人民军队，只用
了不到4年时间，便歼灭了国民党政权的八百万
大军，创造出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

任何战争既是武器和战术的对抗，更是作
风和精神的较量。抗美援朝战场上，有着现代

化装备的“联合国军”，没能赢得了衣单粮乏、
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长津湖一战，中
国军人在冰天雪地潜伏一夜，如此刚毅、坚韧、
顽强，令对手闻风丧胆；面对空中投掷的炸弹、
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中国士兵“在尖利的军
号和哨子声中，如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地攻击”，
舍身堵枪眼的黄继光 、 烈火中永生的邱少
云……一座座英雄的雕像，垒筑起中国军人所
向披靡、向死而生的精神高地。

“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
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
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
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毛主席早就为人民解放
军注入了魂魄。血性、刚毅、奉献、牺牲熔铸而
成了中国军人特有的气质。“国之柱石、 民之
脊梁”，已然定格为人民军队的伟岸形象。

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 这支军队是捍卫
国家安全、护卫人民幸福生活的“钢铁长城”。

“98抗洪”期间 ，“站着是根矗立的桩 ，倒
下是袋拦洪的沙”的铮铮誓言，让世界见证了
和平时期中国军人的英勇顽强；汶川强震，各
路大军星夜驰援，让国外媒体感叹“短时间内
投送十几万军人”的奇迹；今年 ，湖南遭遇历
史罕见特大洪涝灾害，咆哮的洪峰面前，军人
就是中流砥柱。

习近平主席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 ，明
确提出要“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
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这为我们立体勾画了
当代革命军人新的“标准像”。

这些足以解释， 为何热血男儿都怀揣一
个军人梦。有媒体专门策划了“入伍前后对比
照”的专题，原来或青涩、或懵懂，甚至有些另
类、有些颓废的年轻人，在人民军队这座大熔
炉里破茧成蝶，穿上军装，长了肌肉 ，添了本
事，有了精神。

（六）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实现强军

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赶超世界一流的雄
心壮志，激荡起亿万军民昂扬奋进的豪情。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回顾党的十八大
以来中国军队的成长壮大之路， 不仅可以感
受到国家强盛的 “心跳 ”，更能感受到这支军
队求新求变的强劲“脉动”。

强军的根本是“忠诚”。坚决听从党中央、
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军队官兵的骨血里，
“导弹听我话、我听党的话 ”，已成永恒的 “忠
诚密码”。

强军的力量源自改革。番号改了、臂章换
了、人员动了、驻地变了……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启动以来， 人民军队领导指挥体制发生
历史性变革，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更加精干
合理，政策制度日益配套完善。正是这样的聚
合、裂变，让军队重塑再造、换羽高飞。

强军的目标是敢打必胜。 从一系列新型
空空、空地、地空导弹，到先进战略导弹、巡航
导弹；从新一代主战战机 、武装直升机 、新型
主战坦克，到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指挥自动化
系统、战术软件；从珠海航展闪亮登场的最新
成果，到如同 “下饺子 ”般的舰艇入列……科
技创新、军民融合迸发出巨大的战斗力，让人
民军队如虎添翼。

强军的保障是正风肃纪、作风过硬。不可
否认， 这支军队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一些蛀
虫，存在着种种流弊；随着中央在关键时刻政
治整训、纠风治弊，人民军队重归气正风清 、
军心昂扬的航道。

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
的人民军队，用“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
科技兴军”回答好“胜战之问”，“新体制时间”，记
录着人民军队赶超世界一流的铿锵脚步。

和平十分宝贵，但强军兴军才能保卫和平。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
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通往“世界一流 ”，征程万里 ，初心如磐 ，
英雄的人民军队只争朝夕，阔步向前。

（撰写：沈德良 尹虹 朱永华 欧阳金雨）

向英雄的人民子弟兵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