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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1版①） 1至8月， 我省新
批外资项目344个， 同比下降
8.3� %； 与此同时， 合同外资
660039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30.2%；实际使用外资702306万
美元，同比增长21.3％。2014“沪
洽周”全省引资总额达2609.2亿
元，为历次招商活动之最，新引
进世界500强企业3家，另有7家
追加投资。

（上接1版②）

果果爸爸：
“自立自强，回报社会”

再过一个星期， 果果就满
6岁了。 因为患了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 他不能感冒， 不能去
人多的地方， 今年9月才上幼
儿园。 果果不太爱和人说话，
但是他“喜欢读书写字”， 开
心地向我们展示自己的课本和
作业本。

现在， 果果吃着一种特效
药， 一盒60粒， 每盒1.2万元。
现在， 果果每个月要吃80粒。
爸爸殷剑说， 过一年果果长
大， 药量要增加到成人剂量，
药费可能达到每月2万多元。
而殷剑在一个慈善机构当司
机， 每个月工资3000多元， 老
婆为了照顾孩子没有工作。
2013年， 为了给果果做干细胞
移植配型， 他们又生了一个孩
子冻冻， 可惜配型失败了。

尽管陷入困境， 但殷剑从
不放弃。 “一路上有很多人帮
助我， 我没有理由放弃。” 盛
薇说， 她和病友会继续关注果
果， 她还提议， 果果妈妈可以
一边做串珠贴补家用， 一边照
顾果果。

接过义卖的善款， 殷剑非
常感动。 他握着老李的手说：

“我知道做串珠很费力气， 李
大哥， 谢谢你！” 去年， 殷剑
也加入了义工组织。 现在， 他
又找了一份晚上8时到11时的
工作： “感谢社会帮助了我，
我要自立自强， 回报社会。”

（紧接1版③）经几个月整顿，先前软弱涣
散的基层党组织旧貌换新颜，焕发出蓬勃
生机。

选贤任能，配强队伍班底
选贤任能，重点从农村致富带头人、转业

退伍军人、回乡知识青年等群体中，遴选优秀
人士进班子，是湘潭市选优配强党支部班子、
优化基层党组织队伍结构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今年基层组织换届选举中，湘潭市
鼓励大学生村官参加村支两委选举，并探
索实行不占村干部核定职数，采取定位产
生、“专职专选”等方式，推动优秀大学生
村官选任为村支两委班子成员。 全市换届
后村党组织书记中， 农村致富能手有444
名，外出务工经商返乡人员85名，离退休
干部和工人5名，回乡大中专毕业生74名，
转业退伍军人185名， 大学生村官2名，村
党组织书记得到选优配强。

为提升基层党组织书记思想素质和服
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湘潭市还举办示范培
训班，培训了50名村（社区）党组织书记；5个
县市区、3个园区共举办基层党组织书记培
训12期，培训683人；乡镇(街道)举办培训90
期，培训1584人。

优选骨干，派出“第一书记”
下摄司街道桔子园社区群众反映较

为突出的是， 社区党总支书记长期不在
岗。 针对这种情况，街道党工委指派一名
工委委员专门联系社区，并选派一名经验
丰富的机关干部担任社区党总支“第一书
记”。

今年来，湘潭市共组织各县市区90名
县级领导联系软弱涣散村， 指导整顿工
作。 并要求纪检、组织、政法及农业、民政
等职能部门、单位负责人与乡镇党政班子
成员，每人至少联系一个列为整顿对象的
基层党组织。 还重点从纪检、检察、公安、
建设、 国土等部门， 选派383名政治素质
好、协调能力强的优秀党员干部，到难点
村（社区）担任党组织“第一书记”。

“五制”管理，权力阳光运行
湘潭县青山桥镇林业站站长唐祥、副

站长赵声华涉嫌克扣截留惠民补贴资金
案，雨湖区畜牧兽医水产局副局长陈荣兵
涉嫌受贿、贪污、渎职案……9月底，湘潭
市纪委和湘潭市委教实办联合通报了21
起典型案例，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
部引以为戒，将惠民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自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开展
以来， 群众对基层干部反映最为强烈的，
是在土地拆迁、土地流转、资金资产资源
管理、换届选举、工作作风等方面存在的
以权谋私、侵占群众财物、拉票贿选、无所

作为等问题。 为此，湘潭市在基层组织中
推行目标责任制、公开承诺制、绩效评估
制、表彰激励制、过错追究制等“五制”管
理，奖励先进、倒逼后进。 并出台了“进一
步规范村级民主理财和财务公开工作的
若干规定”，保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同时，湘潭市聚焦“四风”突出问题，
严肃查处了一批惠民政策不落实和缩水
走样等违纪违法案件。 目前，共查处基层
干部违法违纪案件58起，处理82人。 并建
立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已处置不合格党
员89名，有效增强了基层党员干部的纪律
意识、服务意识。

优化保障，激发无限活力
为真正把“精兵强将”、“真金白银”投

入到基层，今年上半年，湘潭市出台了“提
高村常设干部经济待遇实施办法”， 把保
障基层放在优先位置，增加农村和社区基
层运转经费。

按照新办法，湘潭市村级运转经费标
准提高到每村每年7万元、 社区提高到20
万元，进一步激发了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 还先后从大学生村官、优秀村（社
区）干部中考录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81
名， 公开选拔了2名优秀村支书进入乡镇
（街道）班子，让能干事、干好事的基层干
部有盼头、有奔头、得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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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黄菲菲

进入10月，往年这个时候高端白酒
早已开始涨价和热销了。 然而，今年的
白酒消费旺季境况惨淡，长沙高端白酒
价格不涨反降，销量更是大不如前。 与
高端白酒“遇冷”相比，主打生态、保健
的健康白酒颇受青睐， 销量也见涨势，
市场悄然掀起一股健康饮酒之风。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对白酒行业来说，中秋节和春节是

一年中的两个销售旺季。 然而，今年中
秋早已过去，白酒旺季依然不旺。

国庆节期间，记者走访长沙多家超
市和白酒经营店发现，向来被看作是白
酒风向标的茅台、 五粮液等高端白酒，
市场零售价再度走低。 目前长沙市面上
53度飞天茅台价格在1000元左右，52度
水晶瓶装五粮液标价700元左右，52度
国窖1573经典装价格则在800元上下。

新一佳通程店，53度飞天茅台降到
990元，还送10元超市购物卡。“中秋、国

庆节搞促销才降价，去年卖1100多元都
算低的了，今年是最低价了！ ”超市售货
员告诉记者，即使团购价格也不可能再
低多少， 白酒销售也不如往年红火了。

“偶尔有人买个一两瓶， 一件一件买来
送礼的都少见了，团购订单还没听说。 ”

“因为限制公款消费等政策出台，
所以今年白酒行业价格都降得很厉害，
茅台、五粮液、剑南春这些高端酒都有
降。 ”购玖酒类专业连锁店万达店售货
员介绍，市场价1009元的53度飞天茅台
店里标价969元， 市场价1690元的50度
五粮液十年跌至999元，市场价809元的
52度国窖1573�降到679元， 标价398元
的五粮液六和液则买一送一。 问及销
量，售货员表示“走得还不错”，店面经
营多年，已有固定客户源。“团购价格主
要看要多少， 但今年订单确实比较少，
主要做老客户的零售。 ”

记者在酒仙网、购酒网、中酒网、我
买网等电商平台上输入“53度飞天茅
台”，发现其价格在880元左右，均已跌
破900元大关。在中酒网上，52度水晶瓶
五粮液售价629元， 比五粮液近日下调

的团购价659还少30元。
看来， 高端白酒下滑已成常态，价

格走势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健康白酒悄然走红
正当高端白酒遭遇寒潮的时候，市

场吹起了一股健康风。 随着消费者健康
意识的进一步增强，理性消费、少饮酒、
饮生态健康好酒成为消费趋势，市场上
刚出现毛铺苦荞酒、微分子酒以及生长
竹子里的茅台鲜竹酒等健康白酒受到
消费者青睐。

9月初在长沙召开的劲牌公司全国
经销商年会上，劲牌公司推出的毛铺苦
荞酒成为市场的热点。 80后的赵建军是
湖北人，为了做毛铺苦荞酒岳阳市场的
经销商，他携妻带儿准备扎根岳阳。 他
说：“毛铺苦荞酒价位从10多元到100多
元。 我们做的是老百姓喝得起的健康
酒，对毛铺苦荞酒充满了信心。 ”

毛铺苦荞酒是劲牌公司创新研发
的一款健康白酒。 据了解，从去年8月开
始，毛铺苦荞酒先后在湖北、河南、浙江、
广东、福建和湖南6省重点拓展，广受市场

欢迎。 作为中国第一保健酒品牌生产企
业， 劲牌公司计划将在5年内把毛铺苦荞
酒拓展至全国市场并实现销售30亿元，
成为中国健康白酒领导品牌。

产自贵州的金色盆地鲜竹酒，种植
基地选在贵州茅台赤水河畔三百里长竹
廊区域，选用陈年8年以上的原浆酒，运用
独创的微创和高压灌注技术，把酒灌入活
竹内，原酒和竹子自然生长，饱吸竹子精
华。 此酒一经问世便受到市场欢迎，供不
应求。金色盆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雪涛说：“白酒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产业，
顺应市场趋势毫不夸张地说，谁能在‘健
康养生’上面做足文章，谁就能在行业竞
争里抢得先机。”有专家估计，健康生态白
酒将在未来10年中成长为一个500亿以
上规模的主流酒水产业。

湖南省酒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健康
酒是今后酒行业一个新的增长点，特别
是在当前酒行业低迷的情况下，健康酒
是酒企不可不重视的一个新领域。 喝好
一点，好少一点。低度、生态、健康白酒正
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欢迎，白酒消
费开始迈向健康之路。

高端白酒旺季“遇冷”———

白酒市场刮起“健康风” “不能断了
子孙发展后路”

———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彭小冬的故事

民族团结一家亲教科文卫新观察

10月6日， 长沙市
望城区丁字湾至白沙
洲汽车渡口，轮渡在运
输车辆。该渡口已运营
27年。 本月下旬，随着
湘江长沙综合枢纽大
桥通车，该渡口将成为
历史。

胡富君 摄

本报记者 苏莉

【故事】
乡党委书记带领乡干部上山捡垃圾， 这是今年发生在常

宁市塔山瑶族乡天堂山的一件新鲜事。 塔山瑶族乡委员会书
记彭小冬因此被游客和瑶胞称为“最美书记”。

乡党委书记为何要亲自上山捡垃圾？ 10月5日，记者电话
采访彭小冬。 他为记者讲述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原来，塔山瑶乡生态优美，风光秀丽，尤其是海拔1265米
的天堂山，更是名声在外。 每年杜鹃花盛开的时候，都会吸引
大批游客前来登山赏花。 但由于无人管理，越来越多的游客给
天堂山的生态保护带来了挑战，乱扔垃圾、采摘杜鹃花、甚至
偷挖珍惜植物红豆杉的现象时有发生。

2013年，彭小冬到塔山担任党委书记，认为必须尽快消除
这种现象。

2014年4月，杜鹃花盛开之前，彭小冬和乡长带领35名乡干
部，手拿钳子、塑料袋，登上天堂山清理垃圾。 他们花了5天时间，
从山顶到山脚通通清理了一遍，把天堂山收拾得干干净净。

“乡干部上山捡垃圾并非作秀，而是起到一个带头示范作
用。 ”彭小冬告诉记者，为了给前来天堂山观光的游客创造一
个优美的环境，今年乡财政投入29万元，拓宽了1500米的主干
道，规划了临时停车场，整修了上山游步道，沿途山道配备了
37个垃圾篓、25块温馨提示牌。 许多游客来了以后，纷纷称赞
天堂山更美了。

“生态环境是瑶乡最大的资源，不能断了子孙发展后路！ ”
彭小冬介绍，带头捡垃圾并非一时兴起，在他心里，早就规划
了瑶乡生态发展的一盘棋。

今年7月，在彭小冬的倡导下，乡人大通过决议，出台《保
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瑶乡》的乡规。 这份乡规对生态保护、山
林保护、水源保护等7个方面做出了约束性规定。 其中规定，乡
里禁止开采矿藏，不得发展工矿业，还制定了茶叶生产种植行
业自律公约，制定了塔山山岚有机茶种植规范。 乡规出台后，
老百姓的反响非常好，大家都说，有了乡规约束，大家该做什
么不该做什么，有了基本准绳。
【心声】

“塔山瑶族乡是衡阳市唯一的少数民族乡，属于典型的‘少、
弱、边、散、穷’。在瑶乡工作，我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尤其是这
次作为获奖代表参加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更是备感振奋。 ”
【链接】

2013年，彭小冬到塔山任职。 上任一周，他便走遍了13个
村。 其中毛坳、茶群两个村不通车，他硬是步行大半天山路到那
里“报到”，当地瑶胞赞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干部又回来了”。

为了更好地培养瑶族人才， 彭小冬推出读书成长与就业
工程，实现义务教育零辍学，资助16名寒门学子圆了读书梦。
乡党委大力选拔瑶族干部， 从瑶胞中推选2名市人大代表，让
其走出大山为瑶胞代言。 在村两委换届中做出选拔瑶族干部
的规定，目前村两委班子中瑶族干部比上届净增5名。

彭小冬为塔山制定的发展目标是 ：“国家级环境优美乡
镇、湖南省民族魅力瑶乡、衡阳市生态旅游胜地、常宁市有机
茶核心产区”。 对此，他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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