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
“奶奶经常对我说，红军战士不肯住进家

里，就在家门口街上搭门板，睡在屋檐下。”对
于红军从不惊扰老百姓的细节，黄丽英印象深
刻，“在征得主人同意后，红军战士们拆下门板
铺在地上，睡门板过夜。早晨起来，又把门板原
封不动装回去，还把街上打扫得干干净净。”

红军到来后，一边在各村张贴标语，开展
革命活动，一边组织群众打土豪，杀猪出谷，
没收土豪劣绅的财物分给贫苦农民。

“奶奶家喂了几头猪，红军以市价买走了
一头。” 黄丽英说，“为了给伤员们补身体，红
军买了猪之后，就在河边杀了煮肉。孩子们被
肉香吸引过去，红军就拿出一些肉，让他们带
回去跟家人一起吃。”

77岁的黄维忠曾在乡文化馆工作，佐证
了这件事。黄维忠告诉记者，岳父陈祥文就曾

吃过红军分给老百姓的猪肉。
“我的大叔、二叔是江西吉安的中学生，

在学校时就接受过革命的熏陶， 当年见到红
军来自己家乡， 便约上邻居悄悄地跟着红军
队伍出发了。”黄丽英回忆，后来听奶奶说，他
们不久就牺牲在长征途中。

“红军走后，当地保安团把我奶奶吊了一
天，还打断了她的腿。”黄丽英说，奶奶受伤
后，客栈歇业了好几年，后来才在寨前圩又开
起了药店。

时光荏苒。如今，饱经风霜的老街只剩下
孤零零的几栋老屋， 一个新的集镇已在这里
形成。已经住到县城的黄丽英，经常拿出老照
片来跟孙辈们讲述， 重复着奶奶讲过无数遍
的红军故事：“‘红军就像家里的亲人’， 是奶
奶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如今， 当地政府在寨前镇建设了气势恢

宏的“红军长征首发地”纪念广场。广场上，6
米多高的浮雕，刻画的是“旌旗猎猎，战马腾
空”，广场石板上镌刻的“红六军团长征路线
图”，昭示着当年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不远
处， 当年红军西征路过的风雨桥， 也改名为
“长征桥”，传颂着那段光辉的历史。

■采访手记

铁纪铸忠魂
唐亚新

6月的桂东寨前，山风微吹，凉风习习。雨

后， 走在红军当年走过的小道上， 倍感精神抖
擞。

站在“红军长征首发地”纪念广场浮雕旁，
77岁的黄维忠老人回忆起岳父陈祥文说过的往
事：当年，红军夜宿在河滩、河坝及圩街的巷道
里，门板就是找当地老百姓借的，用来当床。早
上起来后，红军战士就把门板还给百姓，将地打
扫干净。

黄汉尤老人家中也曾接待过红军。 他听父
亲讲，红军不肯住进家里，就在街上搭门板，睡
在没人的祠堂里。红军用钱买来村民的食物，杀
了猪还请大家一起吃。

91年前，毛泽东在沙田颁布“三大纪律、六
项注意”，后来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
为人民军队的治军法宝。长征时，先遣西征的红
六军团虽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在寨前圩仅停
留了短短3天，却秋毫无犯，上门板、捆铺草、说

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人们看到的
是一支不屈不挠、爱民护民的仁义之师。

“长征时我们就是靠纪律吃饭的 。”在桂
东县纪律文化中心的墙上 ，朱德同志的这句
话让我们印象深刻 。是啊 ，正是秋毫无犯的
铁纪 ，赢得了老百姓的强烈信任和支持 。“红
军纪律真严明 ，行动听命令 ，爱护老百姓 ，到
处受欢迎 ；遇事问群众 ，买卖讲公平 ，群众的
利益 ，不损半毫分 ”，这样的民谣 ，在当地代
代传唱 。

漫漫长征路，铁纪铸忠魂。几十年来，人民
军队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由小到大，由
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身处新时代的我们，
唯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守纪律，坚守底线，
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才能走好今
天的新长征路， 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未来。

老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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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日新

在浏阳市沙市镇秧田村， 有一处与
众不同的“景点”，这就是一面两层楼高
的“博士墙”。墙上展示的是全村迄今为
止走出的26名博士的信息， 他们就读过
的哈佛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
大学等校名赫然在目。

当今世界，有人喜欢炫耀财富，有人
热衷于炫耀势力，也有人动不动“晒娃”，
然而， 浏阳秧田村向外人展示的却是真
正的无价之宝。据悉，自1977年恢复高考
以来，秧田村有800多个农家子弟考进了
各类高校，从这里走出了26名博士和176
名硕士。在村民眼里，设立博士墙，展示
村里的耕读文化， 就是通过树立榜样激
励村里的孩子发愤读书。

“博士墙”不仅展示了村民世代重学
的丰硕成果，更是向世人诠释着“知识改
变命运，文化孕育美德”，传承着“勤耕重
教，耕读传家”的金玉良言，传播着社会
正能量。

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历来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在各地农村家庭，常贴着

这样一副对联： 敬祖宗一炷清香毕恭毕
敬，教子孙两行正业曰耕曰读。北宋大文
豪苏轼曾告诫后人“忠厚传家久，诗书继
世长”；清代名臣曾国藩可以说是读书治
家的典范———“好读书” 让他位极人臣，
“半耕半读，勤俭持家”的家风也让曾氏
一门摆脱了“富不过三代”的铁律，其后
代虽在官场上很少乃至绝迹， 但是在科
技和文化领域却能人辈出。

有道是：养心莫若寡欲，至乐无如读
书。书可医愚，可启智；可广见闻，可增知
识；可与圣贤对话，可通古今大道。当代
著名作家梁晓声曾说过：“最好的家风，
一定是有阅读传统的家风。 一个家庭里
面，如果人人都喜欢看书，喜欢思考，那
么，善良、诚信、孝顺……这些良好品质
也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们的下一代
身上。”

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重视家风家教，
提倡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浏阳市秧
田村高学历群体现象， 给世人树立了好
榜样。这种世代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浓
厚村风是村民的好福气， 更是村民的骄
傲。

湖南日报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陈善球 刘泆巧

对于预算管理而言， 公众不仅关心财政的
钱花在何处，更关心取得了怎样的效果。怎样才
能管好财政资金，严防花钱“打水漂”？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日前下发《关于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部署加快建立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
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并明确“花钱必问效、无
效必问责”。

7月2日，省财政厅召开新闻通气会，相关负
责人就《意见》出台的意义、主要内容和具体措
施进行了解读。

破解“重支出轻绩效”，推进高
质量发展

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经济效率和行政
效率有机结合的一种现代政府治理手段。《意
见》的出台对于深化我省预算制度改革、提高我
省政府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省财政厅副厅长陈博彰介绍， 党的十八大
以来，财政部积极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改革，
已初步构建起以项目支出为主的一般公共预算
绩效管理体系， 湖南结合实际作出了许多有益
探索， 连续六年获得全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一
等奖。

但与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目标相比，与深化
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要求相比， 还存在不小差
距。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存在“重投入轻管
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惯性思维；一些领域还存在
财政资金低效、闲置、沉淀、浪费等问题。《意见》
的出台， 就是要将绩效理念和方法融入预算过
程，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不断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推动财政资金聚力增效， 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质
量，增强政府财政预算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当前，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大规模减税降
费和政府过紧日子等大背景下， 如何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绩效，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更凸
显出其重要意义。陈博彰解读，《意见》要求将绩
效理念和方法深入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
过程，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延伸到基层单位和资
金使用终端，一方面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
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做到少花钱，多办事，办
好事， 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加快高质量发展进
程；另一方面通过更好地设计评价指标体系，促
进解决地区之间、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务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实施“三全”管理，花钱更加透
明规范有效

“《意见》聚焦解决我省当前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力争用3至5年基本建成全
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从三
个维度阐述了我省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内
涵。”省财政厅预算处负责人胡云归解读。

《意见》提出，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对象要从
项目为主向政策、部门整体支出拓展，从转移支
付为主向政府财政运行拓展， 形成政府预算、部
门和单位预算、政策和项目预算等全方位的绩效
管理格局。各级政府要将收支预算全面纳入绩效
管理的同时，重点关注收入质量、征收效率、地方
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防控水平等， 紧紧围绕省
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集中财力办大事。

《意见》提出，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链
条。今后，预算编制环节突出绩效导向。在编制
预算时，全面设置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目标、专
项资金绩效目标、政策及项目绩效目标，将绩效
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 并逐步实
现预算绩效目标报送同级人大审议。 预算执行
环节加强绩效监控， 决算环节全面开展绩效评
价，并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整改、公开、与预
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 提升绩效的良性
循环。

《意见》要求，完善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推动预算绩效管理扩围升级，覆盖所有财政

资金，做到财政性资金所到之处，均有明确的绩
效目标，都要进行绩效管理。这就要求各级政府
高度重视并切实加强政府债务绩效管理，提高债
务资金使用效益，规范政府债务“借、用、管、还”行
为， 坚决遏制各类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行为，严
控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提高政府债务项目的综合
效益，防范化解金融债务风险和财政风险。

无效必问责， 硬化预算绩效
管理约束

“有效发挥预算绩效管理激励约束作用是
关键。” 省财政厅绩效管理处处长龚次元解读，
《意见》明确硬化预算绩效管理约束，提出权责
对等原则， 切实做到“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
责”。

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各单位是预算绩效管理
的责任主体， 各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对
本地区预算绩效负责， 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
志对本部门本单位预算绩效负责， 项目责任人
对项目预算绩效负责， 责任人需回应财政、审
计、人大等各方对相关绩效信息的需求，尤其是

“对重大项目的责任人实行绩效终身责任追究
制”的提出，将预算绩效管理责任压得更实。

压实责任的同时，强化了激励约束。建立绩
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机制，
将部门整体绩效与部门预算安排挂钩， 将下级
政府财政运行综合绩效与转移支付分配挂钩，
将项目实施绩效与项目预算增减挂钩， 原则上
保障绩效好的政策和项目， 督促改进绩效一般
的，削减或取消低绩效无绩效的，对长期沉淀的
资金一律收回并按照有关规定统筹用于亟须支
持的领域。

此外，《意见》 要求加大绩效信息公开力度。
各级财政部门要推进绩效信息公开，重要绩效目
标、绩效评价结果要与预决算草案同步报送同级
人大，同步向社会主动公开。发挥审计机关职能
作用，加强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促使资金使用
单位从“要我有绩效”向“我要有绩效”转变。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李志佳

6月28日中午，骄阳似火。13时40分，隆回
县三阁司镇中洲村“扶贫车间”内，140多名员
工已开始下午的忙碌工作。

“中午1时30分开工最好了，我们5时30分
收工，还可以回去照顾家里。”建档立卡贫困户、
中洲村村民孙柳青，是个重度残疾人，身高仅1
米左右，正坐在工位上处理运动鞋的饰面。她告
诉记者，这个工作自己力所能及，按件计算，每
月工资可达2200至3000元。

53岁的中洲村村民石冬连，之前在东莞的
电机厂打工10年。 为照顾小孩和年迈的婆婆，
于2015年回到村里务农，收入微薄。现在每天
走路十几分钟到“扶贫车间”，主要工作是给鞋
面刷胶。和石冬连差不多年纪的工人，在这里并
不鲜见。“扶贫车间”花名册显示，约7成的工人
年龄在40岁至55岁之间。

年轻熟练工人，更是“扶贫车间”骨干力量。
35岁的天子山村村民曾少俊，正运用缝纫机给
鞋面“飞针走线”，操作频率明显快于其他工人。
之前,她在深圳的电子厂打工了一年多，每个月
可以拿到4000多元； 现在回到家门口打工，每
个月工资也达到4000多元。

中洲村“扶贫车间”，由湖南和亚运动用品
有限公司投资2300万元建成投产， 共有员工
140多人。而采用贫困户优先就业的模式，解决
了8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业问题。

和亚运动用品公司是隆回青年企业家谢银
创办,总部位于上海的专业制鞋企业，已有20多
年为国内外运动鞋品牌代工生产的经验。 在隆
回县城东南工业园的和亚运动用品公司，有6条
制鞋生产线，年产能达260万双。

记者边走边看， 谢银说：“运动鞋看上去
简单，但有上百道工艺、上千次手工工序，需
要多年技术沉淀， 隆回人在这个代工领域已

深耕多年，有天然的优势。而且，作为国际知
名运动鞋品牌的专业代工厂， 不仅要高度重
视质量品控，更要关注环境保护、工人权益等
问题。”

谢银告诉记者，与县城的工厂不同，中洲村
“扶贫车间”主要负责鞋面配套，目前运营良好，
每月出货量达到4万多双鞋面配套。 在隆回县
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公司将“优势产业下
沉”与“扶贫车间设立”相结合，还打算在金石
桥、六都寨、岩口、雨山等乡镇复制6个“扶贫车
间”，预计可以提供上千个就业岗位。

“‘扶贫车间’不是昙花一现，产业扶贫也不
是一时兴起， 需要与投资人的企业优势紧密衔
接。”省纪委监委驻中洲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刘献
文说，和亚运动用品公司开设的“扶贫车间”实
现了“贫困户、企业、村集体”三方共赢，贫困户
“足不出户、就地致富”，企业整合资源降低运营
成本，村集体也获得了租金收入。

花钱必问效 无效必问责
———湖南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一堵“博士墙”，炫出崇学好乡风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通讯员 罗理
记者 孟姣燕） 截至7月2日，±800千伏
祁韶直流输电工程2019年输送电量已
突破64亿千瓦时，累计向华中电网输送
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有力促进了西
北地区新能源的消纳， 缓解了中部地区
用电紧张的局面。

祁韶直流祁连———韶山特高压直流输
电工程额定电压±800千伏，额定功率800
万千瓦，线路全长2383公里，途经甘肃、陕
西、重庆、湖北、湖南5省市，是实现甘肃风
电、太阳能、煤电外送的配套工程，也是我
国第一条大规模输送新能源电力的特高压
直流输电工程。工程自2017年投运以来，历
经沙尘暴、高温、暴雪、严寒等恶劣天气考

验，长周期保持安全稳定运行，输送电量逐
步提高， 大大提升了甘肃地区新能源跨区
外送能力。截至目前，祁韶直流输电工程今
年输送电量已突破64亿千瓦时， 累计向华
中电网输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相当
于华中地区减少煤炭运输1200万吨、减排
烟量816万吨、二氧化碳2991万吨、二氧化
硫90万吨、氮氧化物45万吨。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 祁韶直流韶山
换流站将实现450万千瓦大负荷运行，
日送电量接近1亿千瓦时。 祁韶直流功
率的提升，促进了西北地区风能、太阳能
的外送，对缓解弃风、弃光压力，推动华
中地区大气污染防治， 满足湖南地区电
力需求及经济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祁韶直流输电工程送电量突破300亿千瓦时

有效缓解中部地区用电紧张局面

美景迎客来
7月2日，岳阳市岳阳楼

区郭镇乡麻布村，乡村景色
怡人。今年来，岳阳楼区推
进拆除“四房”（违建房、危
险房、空心房、零散房）、房
屋立面改造、“厕所革命”、
绿化亮化、通组公路改造等
集中攻坚行动，并引入特色
花果种植等农旅产业项目，
引得四面八方游客前来观
光，带动村民从事旅游服务
业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这个“扶贫车间”凭啥能复制记者在扶贫一线

湖南日报7月2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尹卓）根据气象预报，4日至7日，我
省湘中以北有一次持续性强降雨天气过
程， 过程累计雨量湘南20毫米～40毫
米，湘中100毫米～140毫米，其中湘中
东部局地可达180毫米以上， 其他地区
50毫米～80毫米。3日，湘东、湘南局地
大雨；4日，湘北部分大雨，局地（自治州、
张家界、常德）暴雨；5日，湘中以北局地
（长沙、湘潭、娄底、怀化北部、株洲北部）
暴雨；6日到7日， 湘中部分大到暴雨，局
地（娄底、湘潭、邵阳北部、株洲北部）大
暴雨。

根据水文部门预测，8日前后， 资水
流域柘溪水库可能出现3000立方米每

秒的入库洪水过程， 湘江流域水府庙水
库可能出现2000立方米每秒的入库洪
水过程； 湘江干流下游河段可能发生涨
幅3米左右的洪水过程， 湘江干流一级
支流洣水、渌水、涓水、涟水可能发生警
戒水位左右的洪水； 强降雨区域内中小
河流可能出现较大涨幅洪水过程。

省水利厅下发通知指出， 此次降雨
过程强度大、影响范围广，相关各地务必
高度重视，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值
班值守，落实防御责任，全面做好各项防
御工作。要坚决克服疲劳厌战思想，进一
步做好监测预报预警、水库防守、山洪灾
害防御等工作， 及时报送水旱灾害防御
信息。

4日至7日湘中以北有强降雨
湘江下游可能发生涨幅3米左右洪水

湖南日报7月2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谷飚）今天，由省委“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省
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省直机关工委主
办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潇湘红色故
事宣讲在湖南人民会堂举行。 来自省直
机关58家单位的1600余名党员干部现
场聆听了宣讲。

专题宣讲分为“初心不改”“鱼水情
深”“使命担当”三个篇章，来自湖南党史
陈列馆、 省立第一师范旧址纪念馆等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讲解员们， 利用图文

视频的形式，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半条被
子》《陈树湘断肠明志》等10个感人至深
的红色故事。通过深情讲述毛泽东、任弼
时、胡耀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陈
树湘等英雄烈士和陈能宽、 王新法等先
锋模范人物鲜为人知的故事， 歌颂了他
们坚定理想信念、为革命胜利浴血奋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丰功伟绩和崇
高精神。这些故事感人肺腑、令人振奋，
这些精神可歌可泣、值得传承。下一步，
将发放专题宣讲的录制光盘， 由各单位
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潇湘红色故事专题宣讲举行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