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更
码多
看精
本彩
报报
道

A02 要闻

2019年4月19日 星期五
编辑/熊佩凤 图编/言琼 美编/胡万元 校对/曾迎春

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等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注重脱贫质量，严把贫困退出关
本报4月18日讯 今日上午，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 以及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王晨来湘开展执法检查时
的讲话精神， 通报中央扫黑除恶
第16督导组第一轮下沉督导反
馈有关情况，研究部署精准脱贫、
污染防治、扫黑除恶等工作。省委
书记杜家毫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
重庆考察特别是在解决“两不愁
三保障” 突出问题座谈会上的重
要讲话， 为我们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省各级各
部门要坚持底 线思 维和 问 题导
向，对实现“两不愁三保障”进行
全面排查梳理，围绕义务教育、基
本医疗和住房安全等重点难点，
加大工作力度， 拿出过硬举措和
办法，并推动落实到村、到户、到
人，确保如期完成脱贫任务。要注
重脱贫质量，严把贫困退出关，精
准精细实施“五个一批”，建立健
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 形成可持
续的脱贫内生动力。 要把防止返
贫放在重要位置， 保持扶贫政策
和工作力量的稳定性、连续性，做
到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
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
会议指出， 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王晨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
组在湘开展执法检查时， 对我省

贯彻实施水污染防治法、 加强生
态强省建设以及水环境保护和水
污染防治工作给予肯定， 对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打 好碧 水 保卫 战等 提 出明 确要
求。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梳
理研究指出的问题和意见建议，
逐一制定整改措施， 切实抓好整
改落实。 要把解决生态环境突出
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 聚焦饮
用水安全、黑臭水体治理、重金属
污染治理、 污水管网改造等重点
精准发力，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指出，中央扫黑除恶第
16督导组下沉7市州督导作风深
入， 接触群众广泛， 掌握情况精
准，向我省通报的情况客观实在、
对症下药。 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责任担当，围
绕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 加大打
击整治力度， 严肃查处群众身边
的涉黑涉恶案件， 持续保持扫黑
除恶的高压态势。 要对照中央督
导组移交的整改问题清单、 问题
线索清单， 一项一项明确整改措
施、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一条一条
调查核实，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
有回音。要坚持举一反三、正本清
源，在深化打击的同时，抓紧做好
建章立制、强化行业监管、夯实基
层基础等工作， 继续做好宣传报
道工作， 努力营造扫黑除恶浓厚
氛围。
■记者 贺佳

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赴7市开展第二轮下沉督导
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中央
扫黑除 恶第 16督导 组 分赴 长沙
市、衡阳市、邵阳市、岳阳市、张家
界市、益阳市、怀化市7市开展第
二轮下沉督导。
各下沉督导小组抵达目的地
后，迅速开展相关工作。在岳阳市
扫 黑 除恶 专项 斗 争 工 作 汇 报 会
上， 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组组
长吴玉良指出， 人民群众的满意
度是检验工作的唯一标尺，要聚焦
发生在老百姓身边的矛盾问题，在

评
论

发现线索、 查处案件上下功夫，切
实解决群众身边的突出问题，以实
际成效回应人民群众的期盼。
在长沙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
作汇报会上，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
导组副组长马瑞民指出，要正视专
项斗争处于“
深水区”
“攻坚期”的
复杂性和艰巨性， 坚持问题导向，
聚焦督导重点。 要紧盯依法打击，
确保每起案件都得到依法处理；紧
盯打“伞”破“网”，深挖“官伞”“警
伞”“庸伞”。
■记者 施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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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筑梦
忠诚保平安

4月18日，共青团湖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省公安厅在湖南烈士公园联合举
—忠诚保平安”主题活动暨省直机关示范性主题团日活动，缅怀
行“传承·筑梦——
革命先烈、公安英烈。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南有600余名公安民警因公牺牲，其中
65人被授予烈士称号。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骆怡欣 刘扬奇 曾斌 摄影报道

“中国航天日”主场活动即将在长启幕
分五大版块、45场主题活动 全国范围将举行350余项活动
本报4月18日讯 4月17
日， 国家航天局召开新闻发
布会， 宣布由工业和信息化
部、 国防科工局、 国家航天
局、 湖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中国宇航学会、湖南大学
承办的2019年“中国航天日”
主场活动，将于4月22日-29
日在湖南省长沙市举行。
2019年“中国航天日”活
动主题为“逐梦航天 合作共
赢”， 主场活动包 括政 府 活
动、联合国会议、航天大会、
科普教育、 文化创意等五大
版块共45场主题活动。
为进一步扩大“中国航天
日”的影响力，湖南充分发挥
文化产业优势，筹划了一系列
主题活动：举办以“逐梦航天”

为主题的“中国航天日”电视
直播晚会；湖南卫视热播综艺
《天天向上》 录制一场中国航
天专题节目； 深度访谈节目
《新闻当事人》 邀请湘籍航天
领军人物进行专题访谈等。
活动期间， 还将举办湖
南航天航空产业发展座谈
会， 发布一批航天航空产业
重大合作项目， 并邀请院士
专家共商产业发展大计。
今年“中国航天日”将在
全国范围举行350余项活动。
一大批航天展馆、航天设施、
实验室、 车间等将集中向社
会公众和大中小学生开放；
一批院士专家走进大中小
学，为青少年进行科普宣讲。
■记者 曹娴

全省“工人阶级宣传月”
活动启动
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由省委
宣传部、 省总工会组织的全省第14
个“工人阶级宣传月”暨“工匠精神
三湘行”活动在长沙启动。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省总工会主席周农为
奔赴基层采访的记者授旗。
今年工人阶级宣传月以“劳动
伟大、工匠光荣”为主题，将组织中
央及省直主流媒体记者赴部分市州
开展专题采访。从4月22日起，省内
主要媒体将安排重要版面时段，开
辟《工匠精神三湘行》专栏，进行集
中宣传报道。同时，还将对省委、省
政府举办的全省庆祝“五一”表彰大
会和相关纪念活动进行重点宣传。
■记者 邹靖方 刘永涛

撕掉“王忠和们”的伪装，除恶务尽

近日， 长沙警方经过缜密侦
查，一举摧毁了一个长期盘踞在长
沙雨花区同升湖一带的涉黑犯罪
团伙，抓获王忠和等犯罪嫌疑人16
名， 目前涉案的16人均被刑事拘
留。（详见本报今日A06版）
王忠和被捕，当地群众一片叫
好声。王忠和曾兼具房产开发商与
民间教育办学人士身份， 而实际
上，这位道貌岸然者却是位涉黑犯
罪团伙的组织者，他网罗了一批打
手为员工，长期盘踞在长沙雨花区
同升湖山庄一带，采取威胁恐吓殴
打等手段， 有组织地实施殴打他
人、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故意伤害等一系列违法犯罪活动。
人们之所以对王忠和的被捕
拍手称快，一是因为此举能使当地
的生产生活及时“止损”，保证民众
的财富资源不被非法侵占，社会治
安也不再受到不良影响；二是因为
“扫黑除恶”的纵深推进，不仅将飞
扬跋扈的涉黑分子进行了铲除，还
把那些有着极大的欺骗性、伪善的
涉黑分子也揪了出来，消除了当地
社会潜在的威胁性。还记得，去年
10月份，长沙市天心区牛角塘村的
村支书朱拉练因涉黑被捕，朱拉练
担任村支书十几年间，疯狂攫取村
集体和村民的财富，以伪善的面孔

欺骗村民十几年。 与朱拉练一样，
王忠和也曾戴着光环存在于人民
中间， 但这些都无法改变其涉黑、
犯罪的事实。“霸气”“匪气”“江湖
气” 是他们的共同本质。“霸”与
“蛮”、“骗”与“抢”，是他们构建起
自己“独立王国”的基本路径。
“苍蝇” 虽小， 危害不小；“伪
善”涉黑，其害如“虎”。撕掉这种涉
黑者的伪善面具，为的是让民众看
清他们的真面目，也更能赢得民众
的支持。同时，由于这些黑恶势力
大多属于有组织的行为，或者与地
方基层政权机关形成了分庭抗礼
之势， 对基层的社会管理形成阻

碍； 或者腐蚀和拉拢政府部门人
员，导致一些基层政府的口碑和威
信因个别官员与黑恶势力沆瀣一
气而受到影响，因此，清剿这些涉
黑涉恶个人和团伙，也是为了净化
当地政治生态，巩固基层基础。
目前，中央扫黑除恶第16督导
组第3小组已进驻长沙市， 并将开
展为期一周的实地督导。督导组副
组长马瑞民就在18日召开的长沙市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汇报会上指
出，要回应人民群众的期待、破解重
点难点问题， 确保夺取专项斗争的
全面胜利。王忠和们的落网，就意味
着
“
既要深挖转入地下的黑恶势力，

又要在明察暗访中剥去善于伪装黑
恶分子的外衣”取得了实效，让他们
的罪恶曝光于社会并受到法律的惩
处，也是对那些潜藏着的“伪装者”
的一次敲山震虎。
自去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截至今年3月底，长沙打掉8个
涉黑组织、70个涉恶团伙;处理涉黑涉
恶腐败人员127人，查处
“保护伞”20
人。2018年全市刑事立案同比下降
11.5% ，8 类 恶 性 案 件 同 比 下 降
12.4%。长沙市的“扫黑除恶”专项
打击与探索长效机制齐头并进，必
将还民众一个风清气正、国泰民安
的社会。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