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贫攻坚答卷数说

本报4月21日讯 为全省各级
党组织就近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方便， 推动打造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省自然资源厅、省委党史研
究院、 省文化和旅游厅今天正式
发布最新出版的《湖南党史学习
教育地图》《湖南红色旅游地图》，
在湖南21.18万平方公里红色热
土上，全方位、多角度，以地图的
形式展现湖南重要党史人物、重
要党史事件和多类红色资源。

《湖南党史学习教育地图》以
湖南省普通地图为底板， 嵌入人
物、事件和红色资源等要素，图文
并茂呈现重要党史人物、 重大事
件和重要红色遗迹， 着力勾勒红
色潇湘最美模样。 地图收集了建
党百年343位、397人次湘籍重要
党史人物简介； 历任湖南省委书
记资料（35位）；建党百年湖南重
大事件120余件、湖南重大党史事
件52件；革命老区县（市、区）104
个； 就近就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现场教学场地推荐名单118处；红
军长征经过湖南线路图等图件。

《湖南红色旅游地图》以湖南
省普通地图为底板， 嵌入各类红
色旅游资源要素，确保“红色旅游
一图通”。地图主要收集了红色旅
游经典景区94个、 革命类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342个、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158处、重点党性教育基地42
处； 建党百年精品红色旅游线路
12条；4星级以上旅游景区146
家；红色旅游景区图文资料21份；
韶山至井冈山红色旅游铁路线路
示意图、1917年毛泽东与萧子升
游学线路示意图、1927年毛泽东
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线路示意图、
湖南省旅游资源图等图件， 以及
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泉子

跟着地图
学党史、游湖南
湖南出版《党史学习教育
地图》和《红色旅游地图》

本报4月21日讯 今天，
“潇湘红色故事汇·百年激荡
青春潮”全省大学生红色故事
讲述大赛暨百集纪录片《百年
党史“潮”青年》启动仪式在湖
南大学举办。省委常委、省委
宣传部部长张宏森，副省长谢
卫江出席启动仪式。

全省大学生红色故事讲述
大赛覆盖全省所有高校

活动由国家广电总局网
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指导，省委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
委、省广电局、团省委、省委党
史研究院主办， 湖南大学、湖
南教育电视台承办。启动仪式
上，5位青年学子先后围绕“从
千年学府校训到党的思想路
线”“毛泽东等湘籍进步青年成
立新民学会的初心与担当”“陈
树湘断肠明志”“湘籍科学家陈
能宽隐姓埋名25年投身国防
建设”“湘籍烈士张超逐梦海
天”等主题进行了示范宣讲。

全省大学生红色故事讲
述大赛覆盖全省所有高校，分
初赛、复赛和总决赛暨颁奖典
礼三个阶段，鼓励参赛者以湖
湘革命先辈、开国将帅、英雄
模范青年时期在百年党史历
程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为
基本素材，以自身独特视角进
行红色故事讲述。 通过大赛，
将遴选出优秀选手作为《百年
党史“潮”青年》纪录片讲述
人，征集优秀故事入选《百年
党史“潮”青年》。决赛结束后，
将集中组织优秀选手在部分
高校开展巡回宣讲。

《百年党史“潮”青年》
入选相关重大题材项目库

百集纪录片《百年党史“潮”
青年》设置“革命怒潮、建设热
潮、改革浪潮、逐梦大潮”4个选
题方向， 计划由100位来自高校
的青年学生，通过情景式故事讲
述（情景再现、故事演绎）和思想
感悟相结合的独特叙事方式表
现， 以时间为线索进行编排，共
100集，每集时长为6分钟。目前，
该节目已入选国家广电总局网
络视听节目重大题材项目库，制
作完成后将陆续在学习强国平
台、人民网、新湖南客户端、芒果
TV、 湖南教育电视台、B站及各
高校新媒体等平台播出。

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强调，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
重要时刻，结合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在全省高校组织“潇湘红色
故事汇·百年激荡青春潮” 大学
生红色故事讲述活动，组织拍摄
百集纪录片《百年党史“潮”青
年》， 目的是引导广大青年学生
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理想信念、
凝聚奋进力量。要把握正确方向
导向，加强对百集纪录片的宣传
推介。各高校要精心做好红色故
事讲述大赛各项组织工作，不断
创新活动形式和载体，引导广大
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希望
广大青年学生认真学习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 坚持“学而信”、“学而
行”， 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砥
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现代
化新湖南书写绚丽多姿的青春
华章。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黄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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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达哲在长沙检查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时强调 刀刃向内 动真碰硬

广泛搜集问题线索，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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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1日讯 今天上
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组长许达哲在长沙检查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政法队伍建设特别是政法
队伍教育整顿的重要指示精
神，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
领导， 坚持刀刃向内、 动真碰
硬，扎实抓好查纠整改，推动政
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实，打
造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 靠得
住、能放心的政法铁军。

省领导张剑飞、李殿勋、吴
桂英参加调研。

来到芙蓉公安分局，许达哲
认真观看了教育整顿工作汇报
视频， 仔细翻阅相关资料台账，
详细了解了智慧警务平台运行
情况。他指出，要切实抓好班子、
带好队伍，确保广大干警真正做
到忠诚、干净、担当，深入有效查
纠执法办案过程中的顽瘴痼疾，
以良好的教育整顿实效推动平
安湖南建设。

在长沙县法院， 许达哲先
后走进立案服务区、 多元解纷
区、司法辅助区、党员活动区，
了解该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推进智慧
服务、“互联网+诉前调解”机制
改革、 外包服务改革等工作举
措成效。 得知该院运用信息化
技术方便群众诉讼、 减轻群众
诉累， 许达哲表示赞许， 他强
调，要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办好
涉民生案件， 以群众满意度检
验教育整顿实效。

许达哲随后来到天心区检
察院， 通过实地走访、 翻阅资
料、 听取汇报等方式了解教育

整顿、优化营商环境、检调对接、
案件听证等方面工作推进情况。
许达哲说， 要突出检察特色，从
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抓起，大力
开展涉法涉诉案件自评自查，深
挖背后存在的违纪违法问题。

“是否全面进入了查纠整改
环节？”“案卷清查发现了哪些漏
洞？”“还有哪些亟待解决的问
题？” 许达哲还来到坪塘监狱，详
细询问了教育整顿进度和减刑、
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案卷清查
情况， 要求以教育整顿为推动，
抓实案卷清查工作，及时发现问
题线索，进一步堵塞漏洞、完善
机制。

检查中，许达哲肯定了长沙
市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
取得的成效。他强调，要结合正
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持续巩
固扩大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以学
促查、以学促改、边学边改，深入
细致宣讲政策，广泛深入开展谈
心谈话，筑牢政法干警永葆忠诚
干净担当政治本色的思想根基，
确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党和
人民手中。要把查纠整改作为教
育整顿的中心环节，扎实做好自
查事项填报工作，广泛搜集问题
线索，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
坚决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痼
疾，真正做到见人见事、见行动、
见实效。要及时梳理总结好经验
好做法，加强作风建设，强化标
本兼治， 健全正风肃纪长效机
制，继续推进政法领域全面深化
改革， 加快推进政法系统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以政法队伍的
新面貌、党和人民满意的新成绩
庆祝建党100周年。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4月21日，
全省大学生红
色故事讲述大
赛暨百集纪录
片《百年党史

“潮”青年》启动
仪式在湖南大
学举办。图为青
年大学生开展
示范宣讲。

湖南日报·
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辜鹏博摄

遴选百名大学生
讲述百年党史
全省大学生红色故事讲述大赛暨百集
纪录片《百年党史“潮”青年》拍摄启动

本报4月21日讯 谷雨过
后，农作物拔节生长。今天，湖
南占地面积最大的安置社
区———沅陵县太安社区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10多位居民正
在打理“微菜园”。为帮搬迁户
节约生活成本，解“种地”乡愁，
太安社区为每户搬迁户配置了
一块约30平方米“微菜园”。

易地扶贫搬迁是从根本上
解决“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地
区脱贫问题最直接、 最有效的
举措。“十三五”期间，湖南69.4
万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挪穷窝，
搬新家， 过上了幸福新生活。
2020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
报对湖南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给
予表扬。 在全国易地扶贫搬迁
后续扶持工作现场会上， 湖南
作典型发言。

在湖南，有六成以上的易
地扶贫搬迁人口，居住在武陵
山、罗霄山两个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搬迁任务之重、情况之

复杂，全国罕见。湖南迎难而上，
探索出“先定区域后定人”的高
精度识别方法，将搬迁区域锁定
在高寒、地质灾害、石漠化等8类
区域，以“范围精准”确保“身份
精准”。 将30户以上的集中安置
项目，通过统一招投标方式由省
属国企湖南建工集团按照零利
润要求实施EPC总承包，保障工
程建设质量。

搬出来， 还要稳得住、 融得
进。在后续帮扶“下半篇文章”中，
湖南在全国率先开发建设“互联
网+易地扶贫搬迁”大数据平台，
创新监管方式；探索出“四靠近”
选址原则，全省2460个集中安置
区的选址， 靠近城镇、 靠近中心
村、 靠近产业园区、 靠近旅游景
区；探索出“楼上生活、楼下生产”
“群众下山、产业上山”就业模式，
搬迁群众下楼即可务工。 确保搬
迁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兴业。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奉永成

69.4万人“搬出”幸福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