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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 时评

同心 印象

本报记者 周小雷
实习生 曾园

【见闻】
“公司领导难道在车间就可以

卷起袖口， 不遵守规章制度吗？” 9
月6日，记者在华菱湘潭钢铁集团有
限公司的内部网站上， 看到了一个

“火药味”十足的帖子。
发帖的是湘钢的一名基层员

工， 说某天早上看见自己所在的宽
厚板厂厂长郑生斌双手袖口卷起在
转炉9.6米平台行走， 而按照集团规
章制度， 为防止高炉钢水溅落灼伤
手臂， 在作业区明确规定不能卷起
袖口。

起初，郑生斌很不服气，认为这
是一件“小事”，犯不着一下子“捅”
到网上去， 于是实名跟帖与发帖人
理论。后来，当这名员工用诚恳的语
气分析查摆问题时， 郑生斌觉得这
名员工讲得很有道理， 非常诚恳地
向对方道歉， 并在公司管理层会议
中现身说法， 倡议领导干部以身作
则。

“践行群众路线， 尊重一线员
工，广纳民意，是湘钢扭亏脱困的法
宝。”华菱钢铁集团董事长、湘钢总
经理曹慧泉对记者说， 在全国经济
增速放缓， 钢铁行业不景气的严峻
形势下，湘钢从今年5月起实现了赢
利，一线员工的贡献功不可没。

今年上半年， 很多职工发帖反
映夜晚出入公司正门不方便。原来，
为了便于管理， 湘钢保卫部门规定
凌晨1时以后职工不得从正门进出，
住在正门附近的上千名职工， 由于
很多要上晚班，凌晨1时后，他们就
不得不绕道北门和南门， 深更半夜
出入厂区十分不便。 曹慧泉了解情
况后，召集会议重新修改规定，保障
了职工进出厂区的便利。

前几年， 湘钢管理人员穿白色
工作服， 操作人员穿蓝色工作服上
班，不少职工对此有看法。有职工发
帖说，这拉开了干部与群众距离。公
司领导层得知后， 决定今后管理人
员也穿蓝色工作服， 与操作人员工

作服颜色一致。
【启示】
在工作车间， 公司领导认为不

直接从事一线生产， 就可以卷起袖
子；为便于管理，管理人员与操作人
员工作服颜色不一致。 这些事看起
来小，却关系到干部与群众的距离。
湘钢通过网络纳言，广开民意，拉近
了公司高层与一线基层员工的距
离，解决实际问题不分大小，调动了
一线员工的积极性， 是践行群众路
线的一个有益尝试。

群众路线��启示录

“小事”拉近干群距离
侯磊

日前，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对
刘会民涉黑案进行一审宣判，保定
市曲阳县七里庄村原村党支部书
记刘会民因犯受贿罪及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 数罪并罚，
决定执行死刑 ， 剥夺政治权利终
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作为村支部书记，刘会民本该
是基层党组织的带头人，却涉及组
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故意伤害罪，妨害公务罪等11项罪
名， 受贿金额高达七千多万元。刘
会民案再次警示，要“老虎”“苍蝇”
一起打 ， 不能让 “苍蝇 ” 坐大成
“虎”，为害乡邻。

“老虎”固然要打，“苍蝇”也不
能任其乱飞，因为“苍蝇”侵害的是
群众切身利益， 败坏的是党群干群
关系，危及的是党的执政之基，其危
害性不容忽视。 十八大以来的半年
多时间里，诸如李春城、衣俊卿、周
镇宏、刘铁男等一批“老虎”纷纷落

马，显示出中央反腐的决心之大、肃
贪的层次之深、成效之显著，可以说
是震慑了“老虎”，吓坏了“苍蝇”，振
奋了人心。然而，当人们把目光过多
的聚焦在“打虎”的时候，不应忽视
群众身边的“苍蝇”。须知，“苍蝇”不
打，终有一天会化蝇成虎。

防止“苍蝇”坐大成“虎”，关键
在于找准方法下对药。 笔者以为，
灭“苍蝇”关键在于决心和恒心。执
纪执法机关要不断地变着法打，让
它来不及产生抗体 ； 要不间断地
打， 不给它喘息和繁殖的时间；要
普遍地打，让它无处藏身。

当然， 打苍蝇根本的目的，还
是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
法纪意识 ，从自身做起 ，把自己身
上和家里搞干净，教育家人和身边
的工作人员 ，关好自家门窗 ，不吃
不洁之食 ，不拿不洁之物 ，提高自
身抗腐素质，增强防腐能力。唯此，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 、政治清明 ”
的目标方可早日实现，执政之基才
能得到有效巩固。

通讯员 李勇 何霞
本报记者 张斌

【同心故事】
“丁零零……”9月2日，涟源市

姜国慧爱心学校， 随着一阵清脆的
上课铃声响起，操场上的孩子们，快
步奔向宽敞明亮的教室上课。

“今年是学校建校3周年，我们
全校师生都非常感谢中国侨联侨爱
心工程的资助。”校长伍建树告诉记
者，3年前，学校还很破旧，条件差，
教师和学生都不愿意来。 得知情况

后， 娄底市侨联积极向中国侨联申
报“侨爱心学校”，得到台湾第二春
文教基金会姜国慧女士的慷慨捐
资。如今，投资20万元新建的3层新
教学楼已落成，可容纳13个班级，七
星街镇附近8个村的孩子们读书再
也不要走远路了。

近年来， 涟源市侨联引导侨界
人士积极参与家乡公益、慈善事业，
先后启动“市侨联光明奖学助学
会”、“服务新农村建设志愿行”、“我
为涟源发展献一策”等活动，得到社
会知名侨界人士的积极响应。

全国著名慈善家、香
港同胞彭立珊捐资400万
元新建立珊中学； 香港应
善良福利基金会会长沈秉
麟捐资38.2万元新建湄江
镇恩美楼学校； 美籍华人

李忠熙10年如一日资助龙塘镇井
边联校学生180人次， 捐助资金10
万元； 涟源市侨联兼职副主席刘兆
社投资80万元修建乡村路、捐资40
万元建乡村学校等， 个人累计捐款
达200万元。

2006年至今， 涟源市侨联组织
引导海内外侨界人士捐赠“侨爱心
工程”活动、捐资助学、新农村建设
总金额达1000余万元， 帮助大批孩
子实现了有学上、上好学。

【同心连线】
近5年来，经省侨联牵线搭桥，华

侨港澳同胞在我省捐赠项目218个，
共引入资金9038万元。 据不完全统
计，华侨华人共向我省慈善捐款4亿
多元，赠建“侨爱心学校”26所。香港
“阅读·梦飞翔文化关怀慈善基金 ”
已持续5年在我省捐助农村爱心书

屋，建成书屋100多所。我省侨企侨属
企业与全省68个贫困自然村开展结
对 “侨企助村 ”活动 ，扶助资金总额
达942万元。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防止“苍蝇”坐大成“虎”

本报厦门9月8日电（记者 胡信松）
第17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以下
简称“投洽会”）今日在厦门开幕。由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陈叔红率领的湖
南代表团在会上广抛“绣球”：对接世界
500强企业和战略投资者， 推介396个
招商项目，重点推介对接项目104个。

本届投洽会由商务部主办， 世界
贸易组织(WTO)今年正式成为投洽会
国际联合主办单位。 投洽会由此成为
全球唯一一个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工
发组织、世贸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
行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投资促进机构
协会等六大权威国际经济组织联合参
与主办的全球性投资盛会。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达10万平方
米，来自全球100个国家和地区的670
个机构组团参会。分别设立“区域招商
馆”和“行业招商馆”，新设立了“海峡

两岸金融合作”、“新能源”、“金砖国
家”等专题展区。

同时， 本届投洽会取消了文艺晚
会， 简化活动氛围布置和大会公共布
展，贯彻中央“八项规定”节俭办会。

占地面积160平方米的湖南展馆，
以“四化两型”、“四个湖南”为主题，突
出湖南的优势和特色产业，兼顾人文旅
游等方面的内容。采用了最新的3D视觉
技术和多屏幕展示技术，使访客如同亲
临其境。在开幕式后，陈叔红来到湖南
展馆，饶有兴致地观看演示，了解展示
内容，对展示效果给予充分肯定。

据省商务厅介绍， 在本届投洽会
上， 我省借助大会的项目对接平台，结
合各市州不同招商重点， 分类指导，有
针对性地推介项目参会对接，全省共报
送招商项目396个， 重点推介对接项目
104个，组委会共安排了100多场对接。

第十七届投洽会厦门开幕
我省重点推介对接104个项目

本报厦门9月8日电（记者 胡信松）
7日至8日，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陈
叔红在厦门先后会见了参加第17届中
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英中贸易协
会主席沙逊勋爵、巴西驻华大使莱昂、
阿联酋经济部次长阿普杜拉沙利赫等
境外嘉宾。

陈叔红向客人们介绍了湖南近年来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示，随着中国经
济的进一步开放发展， 中部地区将成为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市场。 湖南坚
持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战略， 投资环境优
越， 真诚欢迎全球有实力的企业特别是
世界500强企业来湖南投资兴业，以现有
合作项目为基础，不断拓宽在工程机械、
环保、能源和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参加会见的嘉宾表示， 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势头好、潜力大，他们希望与
湖南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 继续加
大在湘投资力度。

本报9月8日讯 （记者 张斌 ）
昨天，第四届中国国际易道论坛暨易
经哲学专题研讨会在长沙举行。老同
志唐之享出席开幕式。

此次活动由华夏国际易道研究
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北京
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北京师
范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共同
举办。来自国内外的专家、教授、哲学
家、历史学家等近百人，包括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30
余所大学的教授、学者，韩国周易研
究会原会长金学权、 国际知名哲学

家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台
湾、 香港知名大学教授、 学者等出
席。 大家围绕易经哲学进行了深入
研讨和交流。 华夏国际易道研究院
院长马宝善先生， 从中国传统哲学
研究和易学史研究提出全方位立体
地研究易经哲学， 深受海内外专家
学者肯定。

专家学者建议，坚持正确学术方
向，不断巩固既有成果，走出目前用
易经算卦看风水的误区，建设结合当
今实际的易经哲学体系，把祖国传统
文化精髓发扬光大。

本报9月8日讯 （记者 陈薇 ）
今天，由省美协、省画院共同主办的
“心灵的旅行———刘西藏风景油画
展”在省画院美术馆开展。刘西藏，本
名刘朝晖，自幼在西藏生活学习，毕
业于中央美术学院。 美术评论家邓
平祥评价其绘画风格说：“画家将表

现语汇简化成若干圆状、方状、条状，
具有强烈的浓缩力度感， 因此在整
体上具有超越一般风景画欣赏性价
值的主体精神价值。”此次展览展出
了刘西藏近几年风景佳作48幅，观
众可从中感受到所具的独特艺术架
构表达和独创的艺术语汇形态。

本报9月 8日讯 （记者 王晗 ）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
易炼红走进地铁、 城铁等多处重点
项目工地进行督查。他强调，要进一
步强化督查考核， 跟踪监测项目建
设进展，倒排时间、倒逼项目，以超常
的力度推进项目建设。

长沙即将迈入地铁时代， 地铁
项目万众期待。易炼红来到地铁1号
线开福寺站工地， 得知因拆迁等问
题延缓了项目进度后，他说，地铁是
惠及民生的公益性项目， 要兑现向
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 就必须尽快
破除各种制约， 既要耐心细致地做
好群众工作， 严格按照阳光拆迁的
各项要求，不打折扣、第一时间向群
众兑现政策， 也要依法依规对借机
闹事、 恶意阻工等违法行为予以坚
决打击， 决不能因为极少部分人的
不正当利益诉求， 而有违广大人民
群众的期盼。

长株潭城际铁路是连接3市的

城际快速铁路， 工程建设难度大，拆
迁任务重。 在成功克服大量困难后，
长沙段已全面开建， 预计长沙火车
站以南可于2015年底通车、 以西
2017年底通车。“推进城铁项目建设
是省委、 省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
署，是关乎长远的百年大计，对长株
潭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等不起、慢
不得。” 易炼红要求在确保施工安全
和工程质量的前提下， 拿出更具约
束力的“时间表”，做到不议论、不分
神、不观望、不畏难，强力推进项目建
设，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易炼红还实地督查了有望于11
月底通车的南湖路湘江隧道、 在建
的西湖文化园等项目。 易炼红要求，
以“钉钉子”的精神推进项目建设，着
力破解“征拆难”、“融资难”等问题，
形成一旬一旬抓、一月一月抓、一季
一季抓的强力推进格局， 让一个个
重点项目尽快释放促推经济社会发
展的巨大能量。

易炼红在督查地铁城铁等重点项目时强调

以超常的力度推进项目建设

近百位专家学者长沙研讨“易道”

侨心汇聚爱心学校

陈叔红会见参加投洽会嘉宾

刘西藏风景油画展现心灵之旅

9月8日，张花高速与吉茶高速互通段，建设者在忙着铺筑最后垫层。
目前，张花高速公路已进入冲刺阶段，预计年底全线通车。

张耀成 吴红艳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