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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胜蓝） 记者从省农委今天
在长沙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首
届湖南油菜花节将于3月17日在衡阳
县库宗桥镇华山村举行启动仪式。

省委、 省政府将油菜列为全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现代农业的
重点产业之一， 省农委与省旅发委
报请省政府同意，从2018年起，每年
联合1个市州政府共同举办“油菜花

儿开 三湘等您来”湖南油菜花节。
据发布， 首届湖南油菜花节主

体活动时间为3月5日至4月5日，为
期1个月，共有5大主体活动，分别
是启动仪式、系列活动发布、产品展
示、油菜产业发展研讨以及2018湖
南油菜花节媒体踩线报道活动等。

省农委根据产业发展水平高、
乡村生态环境美、农村乡土文化兴
等标准，选择18个县市区的油菜花

节系列活动进行发布，还将邀请衡
阳县、吉首市、鼎城区、双峰县、安
仁县等5个县市区政府负责人现场
推介油菜花节在当地的特色系列
活动。

据悉，我省油菜常年种
植面积1900万亩以上，稳居
全国第一。近年来，全省各
地顺应城乡居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以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根据资源禀
赋和人文历史， 举办了形式多样的
县级油菜花节， 成为全省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发展的一道靓丽风景。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周小雷）
今天上午， 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在长沙
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蔡振
红出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刻领会党的
十九大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
准确把握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面
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 以更高标准、更
严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宣传思想文化
战线全面从严治党走在前列。

会议传达了十九届中央纪委二
次全会精神和十一届省纪委三次全
会精神，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忠诚与背
叛》，4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16个单
位进行了书面交流， 安排部署了省直

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建设工作。
蔡振红指出，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新

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对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作出新部署，我们一定
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全面
贯彻。当前，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全
面从严治党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切实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
全面领导，加强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的
建设，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
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武装头脑，持之以恒纠“四风”、转
作风，以忠诚和担当，以务实和进取，继
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做好新时代宣
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余蓉）
3月12日至13日， 副省长吴桂英一行
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调研文化教
育卫生工作。吴桂英强调，要做好新形
势下的民族团结工作， 大力传承和弘
扬民族文化，继续“共同团结奋斗、共
同繁荣发展”的良好局面。

自治州是我省唯一的民族自治州
和扶贫攻坚主战场， 自然资源优质丰
富，历史文化悠久厚重。近年来，该州
大力推进优势产业、基础设施、新型城
镇、生态文明、民生事业“五大建设”，
呈现出经济较快发展、民生持续改善、
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

在花垣县十八洞村， 吴桂英来到
村民石拔山、杨昌文等人家中慰问，详
细询问脱贫致富情况， 当得知不少村
民办起了农家乐，全村早已集体脱贫，

吴桂英非常高兴。 在花垣县麻栗场镇
中心卫生院， 吴桂英走进病房与患者
交谈， 了解到在这里患者住院治病只
需自缴100元，吴桂英点头称赞。在花
垣县第三中学、 龙山县里耶镇中心小
学，吴桂英走访了学生宿舍、食堂、教
学楼、留守儿童之家等，指出要优先发
展教育， 持续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

吴桂英一行还走访参观了里耶古
城（秦简）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老司城
遗址、民族特色村镇王村古镇等历史文
化胜地。吴桂英说，这些胜地真实地反
映了湘西丰厚的历史民族文化，已成为
靓丽的“文化名片”，未来自治州要进一
步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发展文化产
业， 加强民族文化研究和非遗保护，加
大力度打造生态文化旅游业。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通讯员 许益
记者 孙敏坚）今天下午，省党建研究会
在长沙召开常务理事会，就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繁荣新时代党建
研究事业进行研讨交流。省党建研究会
会长黄建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黄建国指出， 做好新时代党建研
究工作，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更高的
政治站位、更强的责任担当，牢牢把握
党建研究正确方向；坚持以服务中心、
大局为目标， 深入研究新时代党的建
设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省委“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调研活动，深
入研究广大党员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
理论和实践问题， 认真研究推动党的
建设和组织工作创新发展的具体问
题；坚持以增强专业能力为关键，夯实
理论功底、弘扬求实精神、改进方式方
法，做到学习与宣传相结合、继承与创
新相结合、务虚与务实相结合，不断提
高党建研究质量水平； 坚持以建设一
流智库为追求， 切实加强省党建研究
会自身建设， 为促进我省党的建设和
组织工作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 （通讯员
雷文明 记者 李国斌） 今年春运于3月
12日结束。春运期间，全省公安交警部
门全警动员，全力以赴开展道路交通事
故预防、疏堵保畅工作，全省高速公路
进出口车辆总流量达到9683万台次，
日均242万台次，同比增长13.5%。

春运期间全省日均出动警力1.8
万余人次，警车6500台次，共查处交

通违法230.8万起；全省共接报警35.5
万多次，同比下降2.49%；全省交通事
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财产损
失较去年春运分别下降 44.55% 、
54.18%、43.31%、47.11%；未发生一起
死亡10人以上的重大交通事故，未发
生长时间、长距离、大面积交通拥堵。

全省公安交警实行“全域路网一
盘棋”，全力保安全保畅通。创新推出

“主线控流、入口减流、节点导流、借道
通行”举措，统筹规划高速公路和国省
道通行资源，通过每日、每时全域路网
精细调控， 确保每条高速公路车辆日
流量控制在9万台次之下。 春运期间
共启动交通应急预案135次， 应急疏
导、分流车辆近1000万台次。

全省公安交警部门强化重点车
辆、重点驾驶人、重点违法源头管控，
全省七类重点车辆检验率为99.95%，
报废率为100%；以高速、城市、农村道
路为主战场，全面启动省、市、县际执
法服务站， 共办理危险驾驶刑事案件
696起，刑事拘留300人。

今年春运更平安
全省交通事故起数、伤亡人数、财产损失同比均大幅下降

我省油菜常年种植面积稳居全国第一

油菜花儿开 三湘等您来
首届湖南油菜花节3月17日启动

蔡振红在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党风廉政建设会上强调

推动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全面从严治党走在前列

吴桂英在自治州调研要求

共同团结奋斗 共同繁荣发展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繁荣新时代党建研究事业

花海引爆乡村游
3月13日，道县白马渡镇雷家洞村，游客在桃花堤上赏花。初春时节，该县乡间10万亩油

菜花和数千亩桃花、梨花竞相绽放，五彩缤纷，花香四溢，吸引游人纷至沓来。
何红福 文云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3月13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毛主亮）
省高级人民法院最近发布《关于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决定在全省法院
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

《实施方案》指出，“送法进校园”活动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要求，全面加强法治
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强化全民法治信仰，进
一步延伸审判职能作用，完善法官以案说法、以案释法机
制，提升广大学生的法治意识，促进法治文化建设。

《实施方案》强调，全省法院要充分认识到开展“送法
进校园”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立健全“送法进校园”
组织领导机构。明确“送法”任务，制定“送法”工作计划，
建立以“法官释法”为主渠道的“送法”工作模式，构建“送
法”长效工作机制。注重法治宣传教育的双向性、互动性、
规律性，坚持“以身边的事，教育身边的学生”。积极加强
与相关部门的沟通配合，完善“送法”工作平台。通过邀请
新闻媒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送法进校园”启动仪
式等方式，开展好“送法”活动专项宣传工作。

提升广大学生法治意识

省高院部署开展
“送法进校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