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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上午，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举行发言人记者
会透露，5月25日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将举行第24次会议，届时将审
议3件再审法规草案和5件初审法
规草案。记者注意到，在这次会上初
审的法规草案中， 就有首部关于我
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草案。
这也意味着， 湖南的红色文化资源
保护和利用工作将有首部“基本法
规”。

3件再审法规草案包括：《湖南
省洞庭湖保护条例（草案）》、《湖南
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

（草案）》、《湖南省绿色建筑发展条
例（草案）》；初审法规草案有《湖南
省水利工程条例（草案）》、《湖南省
契税具体适用税率等事项的决定
（草案）》《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
用条例（草案）》《湖南省网络安全和
信息化条例（草案）》、《湖南省中小
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修正草
案》等5件。

湖南是“伟人故里”、“将帅之
乡”、“革命摇篮”， 有众多的红色文
化遗存，遗址遗迹多，分布空间广，
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价值高。 为了发挥红色资源培根铸

魂作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今年2月，省人大教科文卫
委与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前谋
划，加紧推动该项立法工作，将其增
补为省人大常委会2021年立法计
划预备项目， 并确定由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提出议案。

《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
条例（草案）》内容主要包括：红色资
源的调查与认定、保护与管理、传承
与利用等。此外，还对红色资源保护
和利用的公益基金、人才保障、社会
义务、表彰奖励、合作交流等作了相
应规定。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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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8日讯 今天下午，省
委副书记、 省长毛伟明在长沙主持
召开省水利与农田建设委员会暨省
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领导小组
会议。他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
论述，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加快
促进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 为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湖南力量。

省领导谢建辉、隋忠诚，省政府
秘书长王群出席。

在听取省农业农村厅、 省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等部门的工作汇报
后，毛伟明说，过去一年，我省认真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
话精神，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稳步提
升，全省建设高标准农田390万亩，
粮食播种面积7132.1万亩， 粮食总
产达603亿斤， 实现粮油加工业总
产值1591亿元， 粮食稳定增产，品

质不断提升，耕地基础夯实，粮油产
业提速， 在国家粮食安全考核中连
续四年获评优秀。

毛伟明指出， 粮食问题事关社
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要把确保
粮食安全作为“国之大者”，放到“两
个大局”中去谋划，准确把握“三个时
期”，即粮食安全重要性的凸显期、改
革转型的机遇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攻坚期；深刻认识“三个
没有变”， 即湖南在确保国家粮食安
全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变、 粮食产业
对全省发展的“压舱石”作用没有变、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中”的使命没有变；始终做到“三个并
重”， 即数量与质量并重，“藏粮于地”
与“藏粮于技”并重，生产与监管并重，
促进粮食兴、产业旺、经济强。

毛伟明强调， 要重点抓好四个
方面的工作。 要坚决守住粮食面积

产量、 粮食质量和农民种粮利益不
受损“三条底线”，确保全省粮食总
产600亿斤以上， 耕地保有量5956
万亩。要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坚持
高效率推进、高品质建设、高水平管
护， 完成高标准农田460万亩建设
任务，把项目建设成让农业受益、让
群众满意的精品工程。 要促进粮油
产业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企业、集
聚产业、打造品牌，促进粮油“产购
储加销”深度融合发展，提升湖南粮
油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 要推动各
项任务落地落实，坚持目标导向、问
题导向、结果导向，抓实党政同责，
将粮食生产、 粮食安全纳入市县重
点工作绩效考核和乡村振兴考核范
畴，加大科技、人才、政策支持力度，
确保各项工作如期完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孙敏坚

许达哲指出，当前，查纠
整改环节已进入到动真碰
硬、深挖彻查、全面见效的攻
坚阶段。 要坚持学查改一体
推进， 把抓好查纠整改作为
筑牢政治忠诚、做到“两个维
护”的现实检验，作为刮骨疗
毒、强筋健骨的自我革命，作
为扬正气、 得民心的德政工
程，进一步深化部署、强化举
措， 扎实推动查纠整改工作
全面纵深发展。

许达哲强调， 要坚持政
治引领，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从
讲政治的高度深刻把握开展
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极端重
要性，经常对标对表、及时校
对偏差， 不断增强做好工作
的思想、政治和行动自觉。要
坚持系统思维， 切实打好清
除害群之马、 整治顽瘴痼疾

的攻坚战。 以思想发动为牵
引深化自查自纠、 以线索查
办为牵引推动违法违纪问题
查处、 以解决执法司法突出
问题为牵引做实专项整治。
要坚持大抓落实， 切实以钉
钉子精神推动教育整顿各
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突出
项目化推进， 明确工作内
容、范围时限、程序方法、政
策规定等，一个任务一个任
务落实； 突出清单化管理，
建立完善工作任务、案件线
索、问题整改等清单，从严
跟踪督办； 突出责任化落
实，确保上下联动、左右协
同， 凝聚齐抓共管的合力。
要坚持实绩检验，在服务保
障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
高品质生活上见实绩， 切实
把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成果转
化为推动全省各项工作的实
际成效。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召开 许达哲主持 裘援平讲话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5月18日上午， 省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

组第四次会议在长沙召开，传达学习中央督导组
片区座谈会和全国第二次省级教育整顿办主任
会议精神，推动查纠整改走深走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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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长许达哲主持并讲话。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中央第十督导组组长裘援平出席并讲话。

把抓好查纠整改作为扬正气、得民心的德政工程

裘援平肯定了湖南前段
教育整顿工作取得的成效。
她强调，要对标对表，扛牢政
治责任。 继续提高思想认识
和政治站位， 把工作重心放
在市县两级推进基层教育整
顿， 把教育整顿工作成效作
为换届考察任用干部的重
要依据和第二批教育整顿
接续整改的重要内容。要教
育引导， 激励自查自纠。把
忠诚教育贯穿始终，以党史
教育引领英模教育、警示教
育等，夯实政法队伍思想根
基，坚持用教育感化、用政
策攻心、用案例引导、用案
件倒逼，促使更多有问题的
干警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
要动真碰硬， 加快问题查
处。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
线索查办“主力军”作用，加
速排查处理几类重点问题
线索，加强对市县查办案件
的指导督促。 要立查立改，
整治顽瘴痼疾。围绕“六大
顽瘴痼疾”和执法司法突出
问题加快推进整改，积极总
结提炼现有经验，利用好前
期清查整治成果，让查纠整
改接受人民监督和评价。要
统筹兼顾， 做好维稳工作。

积极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深入开展专
项矛盾调解和法治化营商
环境提升活动，加大对教育
整顿实践和制度成果、政法
英模事迹的宣传力度。

裘援平表示， 中央第十
督导组将锚定筑牢忠诚根
基、清除害群之马、整治顽瘴
痼疾三个核心目标， 坚持整
体推进、 重点突破、 精准发
力、务求实效，推动湖南教育
整顿各项工作积极稳妥、有
力有效开展，为湖南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实现长治久安
作出应有贡献。

中央第十督导组湖南小
组有关负责同志，省委常委、
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副
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
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田立
文，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叶
晓颖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我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工作情况的汇
报， 审议通过了全省政法队
伍教育整顿顽瘴痼疾整治专
项行动和“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有关文件。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冒蕞 刘笑雪

锚定三个核心目标整体推进重点突破

毛伟明在省水利与农田建设委员会暨省落实粮食安全责任制
考核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湖南力量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通报一批法规草案相关情况
湖南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将有首部“基本法规”

5月18日，南岳
完小的学生在南岳
祝融小镇火星体验
馆参观祝融号火星
车模型。当日是国际
博物馆日，衡阳市南
岳区南岳完小的小
学生来到南岳祝融
小镇火星体验馆，学
习太空知识，开阔视
野。 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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