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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华湘江大桥达到通车条件
3月25日，湘潭市昭华湘江大桥主桥面已达到通车条件，附属工程

建设正有序推进。该桥连接着湘潭经开区和昭山示范区，对完善“长株
潭城市群”区域路网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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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5日讯 今天上
午，十一届省委第五轮巡视工作
动员部署会在长沙召开。省委常
委、省纪委书记、省委巡视工作
领导小组组长傅奎作动员讲话。
省委常委、 省委组织部部长、省
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少峰主持会议。

经省委批准，十一届省委第
五轮巡视将对长沙市岳麓区、雨

花区，衡阳县、祁东县，株洲市渌
口区、醴陵市，绥宁县、城步县，
岳阳县、汨罗市，澧县、安乡县、
津市市，新晃县、芷江县、洪江
市，永顺县、龙山县等18个县市
区开展三大攻坚战专项巡视，对
湖南商学院、长沙学院、怀化学
院、 湖南医药学院4所省属高校
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记者张斌通讯员吴晖廖远哲

本报3月25日讯 今天，省
人民检察院召开“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 新闻发布会。 截至今年3
月，全省检察机关共批准逮捕涉
黑案件190件423人， 涉恶案件
1569件4311人；共起诉涉黑案件
28件332人， 涉恶案件 838件
3579人， 共追捕涉黑涉恶520人，
立案监督涉恶案件71件207人，不
起诉66人，抗诉涉恶案件175人。

接下来，湖南检察机关将围
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三年为期
的工作目标不放松，紧紧围绕涉
黑涉恶重大案件及其后面的关
系网、“保护伞” 和经济基础，严
格落实“既抓涉黑组织，也抓后
面的‘保护伞’”的指示精神，把
破除“关系网”、打掉“保护伞”作
为专项斗争的工作重点。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刘士琳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
线任务。文件提出到2020年现行标
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
县全部摘帽、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
困， 并明确2019年实现19个贫困
县、718个贫困村、60万以上贫困人
口脱贫。

围绕如期实现目标，全省将
主攻贫困县脱贫摘帽， 切实解
决“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特别聚焦贫困群众持续增收难
题， 要求深入落实贫困地区发
展产业扩大就业“十条意见”，
其中围绕产业扶贫， 持续推进
“千企帮千村”行动，引导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到贫困地区建
基地、联农户，建立健全利益联
结机制，推动结对帮扶村中“一
村一品” 专业村占比达到50%
以上。

3月24日下午， 一名青年男子
穿着类似和服的服装，前往武汉大
学赏樱花，遭到校方保卫人员制止，
继而引发肢体冲突。上游新闻以《青
年男子被指穿“和服”进武汉大学赏
樱花，和安保人员发生肢体冲突》为
题作了报道。3月25日上午， 被指穿
“和服”的青年男子主动联系上游新
闻记者称，他穿的是唐装吴服，不是
和服。（3月25日澎湃新闻）

从事件结果来看， 这显然是一
起“乌龙事件”，但其中反映的问题却
似乎又没这么简单。因为着装问题导
致被打，尤其是男子穿的还是唐装，这
怎么都让人觉得够冤。然而这难道仅
仅是“冤”的问题吗？恐怕未必。

不少国人之“爱国”，很多时候
总是走入一种狭隘的地步，着装本
来只不过是一种个性化体现，非要
上升到国家和民族的层面， 继而引
发冲突， 就难免会让人深思这种爱
国心理是否是小题大作？当然，在狭
隘民族主义者心里， 我们与一些其
他国家、 民族因为历史问题而产生
了难以逾越的鸿沟，但在个体层面，
如果对方并未涉及到政治表达，仅
仅是一种外观的选择和爱好， 我们
是否应该以宽容的心态对待？ 是否
能够不要过于敏感？ 这是许多年来
一直值得中国社会思考的问题。

“爱国主义”原本是一种健康、
积极的情怀，它既应该有爱自己国

家的热忱，也应该有兼容并包的能
力， 有平和接受他国文化的胸怀。
新闻中这名男子着“唐装”进入武
大赏樱花， 被误认为穿着的是和
服，因而被粗暴阻拦，似乎有人认
为情有可原， 从这种态度来说，其
逻辑就是，假如着和服，就不应该
进入武大，但实际上，中国人之穿
和服，与日本人之穿唐装、汉服一
样，不过是民间人士的一种文化爱
好或文化交流， 即便是穿着和服，
也有进入武大赏樱的权利。

武大保安的行为，或可善意推
测为他们害怕男子穿的是和服，进
入校园后有可能引发其他人强烈的
民族仇视心理， 进而产生不可控后

果。 若保安确实并非因为狭隘民族
主义情绪的驱使而作出此举动，那
么驱使他们对青年男子进行粗暴阻
拦的， 则是前面所提到的这种较为
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但不得不说，
这种社会心理是偏病态的。 作为一
个泱泱大国， 我们理应有足够的自
信面对哪怕是外来文化的展示（何
况他穿着的还是本民族服装），而不
必将之上升到民族对立的程度，试
想，日本喜好唐装汉服，并着唐装汉服
出行的民间人士并不鲜见，这在他们
的社会是否构成过足够大的困扰？

狭隘民族主义是一种危险的
群体性情绪，它所造成的破坏性在
往常的一些事件中可见一斑，例如

盲目的商品抵制、暴戾地打砸外资
商店、超市，这些过激行为，除了体
现出愚蠢颟顸之外，对一个民族的
自信构建并无裨益。 有容乃大，一
个已经强大起来的国家，其国民更
应有开放的姿态，而不是动辄对他
者文化横眉冷对。

无论是出于狭隘民族情绪，还
是其他原因， 武大保安打人事件，
都需要个人为此负责，也希望武大
校方拿出态度， 将此事处理好。更
希望以后遇到类似事件，能够以正
确的方法去沟通，以宽容开放的心
态代替敏感仇视的狭隘民族情绪，
体现一个大国民众应有的风范和
素质。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别把武大变成“动武”之地

硬核！省委一号文件明确乡村振兴指标
今年粮食总产量将稳定在600亿斤左右，实现60万以上贫困人口脱贫

3月25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省委一号文件新闻发布会，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陈冬贵就2019年省委一号文件进行政策解读。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的主题是，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要求，做好“三农”工作。记者了解到，
文件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把2020年前必须完成的农村改革发展目标作为硬杠杠，提出硬指标。

陈冬贵说，文件中共列出了57项数据指标，还有许多没有写明数据的定性指标，这些都是要
全面完成的硬任务。他表示，今后相关政策、项目资金、督查考核等都会往这方面
倾斜，确保到2020年如期交卷。 ■记者 李成辉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法宝。文件围绕破除体制机制障
碍、 增强农业农村发展动能，对
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农业经营
方式、健全农业支持保护机制等

做了部署安排。特别是对农村集
体产权制度改革提出了明确目
标，要求2019年全面完成农村集
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基本完成
集体成员身份确认主体工作任
务，加快推进股份合作制改革。

这是农业农村工作的首要
任务。 湖南作为全国粮食主产
省份之一，必须扛起保障粮食
安全的责任。文件提出今年要
确 保 粮 食 播 种 面 积 稳 定 在
7000万亩、总产量稳定在600亿
斤左右。

大力实施藏粮于地、 藏粮于
技战略，按照“集中连片、旱涝保
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标准，
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确保今
明两年每年建成高标准农田364
万亩，到2020年累计建成3316万
亩。

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第一场硬仗。文件提出开展“一
拆二改三清四化”行动，落实农
村“空心房”整治，改厕、改圈，清
理生活垃圾、沟渠塘坝、畜禽粪
污等废弃物， 统筹做好农村净
化、绿化、美化、亮化等工作。

启动实施“千村美丽、万村

整治”工程，开展“一市十县百
镇” 全域推进美丽乡村创建。为
了确保工作顺利推进， 省委、省
政府将包括新建（改造）100万户
以上农村户用卫生厕所等4项直
接涉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工
作，纳入了今年12项重点民生实
事项目，树立了鲜明导向。

实现60万以上
贫困人口脱贫

粮食生产
稳定在600亿斤

实施“千村美丽、万村整治”工程

这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
前提。文件重点部署了三个方面
工作。

一是加快构建乡村产业体
系，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农产品
产地初加工和县域精深加工、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发展，培育
一批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乡村
车间。二是打造特色优势千亿产
业， 力争到2020年全省茶叶、水

果、水产全产业链产值分别突破
800亿元，中药材产业突破500亿
元，油茶、油菜、南竹产业分别接
近500亿元。 三是大力实施以品
牌强农为引领的“六大强农”行
动， 今年将新增打造1个省级区
域公用品牌， 重点支持4个片区
品牌和20个“一县一特”品牌，推
进“四带八片五十六基地”建设，
促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发展。

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
须补齐的短板。文件提出进一步
完善村庄基础设施、努力提升农
村治理和民生保障水平。

其中， 对“四好农村路”建
设、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新

一轮电网改造升级、“气化湖南”、
县乡村物流体系建设以及提升农
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
化体育等公共服务水平等， 都明
确了工作目标、具体措施、责任单
位，确保工作落实落地。

大力发展乡村产业

着力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不断深化农村改革

省委第五轮巡视启动
将对18个县市区和4所省属高校开展巡视

全省检察机关扫黑除恶划重点
“扫黑”与“打掉保护伞”同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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