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徐睿 徐达文）1月4日，记者在常德建设路附
近的多家餐饮企业走访时发现，这些企业的
厨房大多采用了开放式厨房，透过玻璃隔断
门， 记者可以清晰地看到厨房里的食材、锅
碗瓢盆摆放以及人员活动等情况。 同时，记
者在手机上打开微信，在一个名为“常德药
好食安” 的公众号里， 可以查看到共和酒
店、 常德技师学院等30余家单位厨房的实
时视频。

去年以来，为保证市民的餐饮安全，常德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大力推进“明厨亮灶”工
作。一年来，该市共有6018家餐饮单位实行了
“明厨亮灶”改造，越来越多的单位通过互联
网将厨房视频实时传输至监管部门微信公众
号，社会反响强烈。

据介绍，开展“明厨亮灶”工程建设，即
通过建设开放式厨房、透明玻璃隔断、可视
化厨房等方式，彻底解决餐饮单位厨房环境
脏乱差的问题。去年来，该市将“明厨亮灶”

工作与行政许可、示范创建、餐饮服务单位
量化分级相结合，严把许可准入关，要求所
有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学校、A级餐饮服务单
位接通“明厨亮灶”互联网视频。同时，执法
人员深入各重点监管餐饮服务单位， 采取
“一对一”宣传方式，向业主做耐心细致的
解释动员工作。目前，该市所有新办证或重
新换证的学校食堂、大型餐饮单位、旅游景
区定点宾馆“明厨亮灶”覆盖率达到了80%
以上。

� � � � 湖南日报1月4日讯（通讯员 高守银）
新年伊始， 湖南冷水江钢铁有限公司传出
喜讯，去年一年，虽然钢铁市场原材料价格
高涨， 生产经营较为困难， 但冷钢另辟蹊
径，主动作为，降本增效，不断开拓市场，逆
势盈利3亿多元。

多年来，冷钢一直靠去掉落后产能，进
行升级改造,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长期
保持300万吨钢的产能。 降成本是冷钢一
直抓住的牛鼻子， 企业注重提高员工的操

作技能，在生产环节上精细操作；把握原材
料价格波动，进行优价采购，把好采购进口
关； 最大限度发挥设备潜能， 进行修旧利
废，杜绝浪费。同时,不断开拓市场空间，以
湖南省为中心，开拓西南、中南、东南市场，
除紧跟大市场、大客户、大工程外，还全力
开发农村小市场、小工程，打开农村的市场
空间，冷钢只有300万吨产能，但一直保持
700万吨的广阔市场空间， 使冷钢的产品
长期处于零库存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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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张尚武)“步步
高集团产业扶贫的经验说明，既要埋头扶种
养，更要搭台进市场。”省农委驻桂东县大塘
镇蛟洲村扶贫工作队队长张志龙今天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根据省农委部署，工作队以
“五对接”为抓手，推进产业扶贫效果好。

据省农委调研， 全省贫困山区发展脱
贫产业，还存在明显的短板。武陵山、罗霄
山片区贫困农民种植蔬菜、水果较多，但冷
链物流和储藏、加工设施滞后；推广先进适
用技术，需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利益
联结机制不牢， 贫困户的生产要素难以融
入产业链。对此，省农委提出，“五对接”推
进产业扶贫，带动精准脱贫。“五对接”即对
接农户资源， 发展庭院经济； 对接新型主
体，确保稳定收益；对接农村信贷，增强发

展后劲；对接销售平台，破解卖难问题；对
接科研院所，强化技术支撑。

2016年，省农委扶贫点蛟洲村率先示
范“五对接”。工作队引导农民发展庭院经
济，成立6个专业合作社，带动贫困户利用
各自的房、田、山、水等资源，能种则种、能
养则养，全村156个贫困户家家都有增收产
业。张志龙介绍，工作队牵线搭桥，引来步
步高超市，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为贫困户
发展种养业脱贫增强保障。

推广“五对接”经验，今年省农委将在
51个贫困县布局一批现代农业特色产业
园，省市县乡四级专业技术人员对口帮扶；
每个贫困村至少组建一个农民合作社，引
导农民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对接步步高、农
商通等销售平台，带动农民增收脱贫。

� � � �湖南日报1月4日讯（记者 周月桂）“步步
高集团的产业扶贫模式， 发挥了自身的渠
道优势，在贫困地区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我
们深感认同，也深受启发。”华天集团董事
长陈纪明今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华天集
团的餐饮、 旅游板块在产业扶贫上有着很
好的优势，未来将着力推动贫困村发展“订
单农业”和旅游产业。

据了解，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
县双龙村是华天集团的驻点扶贫村， 该村
与十八洞村相邻，地少、山瘠、水缺，但自然
风景优美、民俗文化独特。

华天集团驻村以后，提出“农业订单模
式”， 有序推进全村产业发展。去年，华天
集团在双龙村共收购农副产品达10.6万
元，受益村民103户，户均增收1029元。村
民们看到了“真金白银”，积极性越来越高。

今年上半年， 规划种植100亩辣椒、100亩
玉米，51户村民争相与工作队签下“订单”。
由于田少山多， 华天集团引导村民饲养黄
羊、种植果树，目前，村里已经成立了种养
专业合作社， 吸纳所有贫困户入社， 养了
100只黄羊，种植了230亩冬桃。

依托华天集团旅游产业优势，双龙村大
力发展旅游。陈纪明说，双龙村有独特的自然
景观、优越的生态环境、传统的民风民俗，发
展旅游得天独厚。当地苗族人崇奉“蚩尤”为
远祖，有着传承“蚩尤”文化的行动自觉，村里
组织了苗族游艺活动，推出打苗鼓、耍苗拳、
推石磨、 唱山歌等传统表演项目和游田园活
动。目前，双龙村通往十八洞村石板路游步道
已经打通，停车场、进村公路、国道导向标识
等基础设施日殝完善， 双龙村已经具备了开
发民族生态文化乡村游的基本条件。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过

一
个
地
道
腊
八
节

埋头扶种养 搭台进市场
省农委提出“五对接”推进产业扶贫

贫困户与五星级酒店签“订单”
华天集团发挥优势推进精准脱贫

� � � � 湖南日报1月4日讯 （记者 邹靖方 ）
今天，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发布2016年
支付宝年度账单， 长沙人均支付8.7万元，
位居湖南第一。

支付宝2016年全民账单显示，2016长
沙账单“傲人”，人均支付达8.7万元。随着
“互联网+政务”的发展，更多的事情可以
在网上轻松办理，2016年支付宝长沙城市
服务使用人次比去年增长了1.3倍，91万人
次通过支付宝使用过移动医疗服务。

在过去的一年， 长沙人的平均支付宝
购物金额为10755元。 这一水平在全国位

列17。根据口碑网（蚂蚁金服旗下网站）数
据，长沙“吃货”2016年仅通过口碑网人均
支付宝消费就近400元， 最爱吃的食物毫
无悬念是湘菜；第二名是水果，看来长沙人
在吃辣的同时也不忘饮食均衡。

2016年，长沙市的蚂蚁花呗（通过支付
宝支付）使用人数增长了77%，而总金额增长
了2倍。在使用信用消费的人中，年轻人是绝
对的主力。 此外，2016年下半年， 蚂蚁借呗
（通过支付宝支付） 的总借贷金额增幅达到
135%， 在全国的主要城市当中排名靠前，充
分体现了长沙人爱消费、爱享受的城市性格。

支付宝年度账单出炉

长沙人均支付8.7万元

常德6000余家餐饮单位“明厨亮灶”
30余家单位厨房视频接通互联网

冷钢逆势盈利3亿多元

（紧接1版①）据统计，30位省部级党员领导干
部共开展谈话提醒400人次。在省委的示范带
动下，“两个责任”正向县乡、高校、国有企业
深化。

知行合一，把党规党纪刻印在心上
“要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

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上狠下功
夫，绝不能只是纸上写写、嘴上说说、墙上挂
挂， 而要真正刻印在心上。”2016年2月19日，
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在湖南市厅级主要领导
干部党建专题培训班上作专题辅导报告时
说，立规易，执行难，关键要靠人去执行。各级
纪委要在党委的领导下履行好监督执纪问责
的责任。

2016年， 省委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开展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党内法规学习教育
年”活动。

“对党的领导干部的问责方式有几种？”
“有四种，分别是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
织处理、纪律处分。”同年12月20日，花垣县双
龙镇党内法规学习宣传督查组检查该镇金龙
村支部书记龙子彬的党内法规学习情况时，
龙子彬对答如流。

这只是全省推进党内法规学习的一个镜
头。

“把学习贯彻党内法规作为党委（党组）

中心组学习、党校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
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领导干部述
责述廉。”省纪委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廉洁自
律准则、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
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党内监督条例等党内法
规的相继出台， 湖南全力推进党内法规向基
层延伸、向纵深推进，实现全覆盖。

“只有抓好‘关键少数’，才能引领‘最大
多数’。” 同年12月11日， 杜家毫在全省厅级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首期集中轮训班上要求， 全省各级领导干部
要带头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 党内监督条
例，推动各级开创全面从严治党新局面。培训
班上， 中央纪委法规室主任马森述作了专题
辅导报告。

省纪委还举办了省直和市州重点部门、
重点岗位主要负责人廉政培训班和新任副厅
级领导干部廉政培训班， 强化对党规党纪的
学习教育。

真抓严管,让失责必问、问责
必严成为常态

动员千遍， 不如问责一次。《中国共产党
问责条例》的制定出台，让失责必问、问责必

严成为常态。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制度的生命在于

执行。”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指出，省委
认真落实问责条例， 把问责作为从严治党的
利器。

据统计，2016年，全省共有2021名党员领
导干部因失职失责被问责。

“长沙市明德中学私设小金库、挥霍浪费
公共财产， 不正之风问题突出，3名校领导因
违纪问题被查处， 其中原校长范秋明因涉嫌
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周
喜兰因落实监督责任不力， 受到党内警告处
分。”2016年3月17日， 省纪委通报了9起落实
监督责任不力受到责任追究典型问题。

“有权必有责， 用权受监督， 失职要问
责。”省纪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2016年，因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不力被问责319
人，其中，主体责任245人、监督责任74人。

省委、省政府还出台了《湖南省违反国土
资源管理规定责任追究办法》和《湖南省信访
工作责任追究办法》，对因失职渎职导致的国
土资源违法问题并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
行终身追责，推动信访事项依法依规、及时就
地解决。

管党治党层层推进

（紧接1版②）审议有关人事任免案等。
会议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2017年工

作要点、立法计划和监督工作计划；听取了
常委会办公厅关于《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会议服务工作规范》 修改情况
的汇报，民族华侨外事委员会关于2016年
中西部十七省（区、市）人大民族工作座谈
会情况和第二十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
学习培训班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需提请省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八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人事任
免事项的汇报。

会议研究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

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关于《省人民政府
<关于201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计划执行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
果的报告》和《省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省
级决算草案和201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结果的报告》
的审议意见， 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
会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2015年全省环
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及2016
年环境保护工作任务报告>审议意见研究
处理结果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会议还研究了省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初稿）。

（紧接1版③）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入选率
仅为4.8%，甚至低于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
学的录取率。

去年5月， 湖南宁乡青年何江作为
2016年优秀学生代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
礼上演讲， 成为首个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
讲台的中国大陆学生，《湖南日报》 在全国

率先进行了报道。 去年哈佛大学生物物理
和生物化学博士毕业后， 何江加入美国国
家工程学院院士、美国发明家学院院士、麻
省理工生物工程系教授、 霍华德休斯研究
所研究员SangeetaBhatia教授实验室从事
博士后研究， 研究方向是3D打印人体肝
脏。

（紧接1版④）该县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围绕先进装备制造、食品医药、新材料三大
主导产业和湘莲、皮鞋、竹木、人文等优势
资源， 精心策划包装高质量、 高层次的项
目，进入国省项目笼子。依靠规模集聚的槟
榔生产企业，该县推进槟榔示范园建设，以
集团化运作全力打造中国槟榔之城， 实现
槟榔年产值300亿元以上。 依靠是中部最
大湘莲交易生产集散地的地位， 该县加强
湘莲产业标准化建设，完善仓储物流，延长
产业链条，全力打造中国“湘莲之乡”，实现
湘莲年产值200亿元以上。 依靠拥有丰富
海泡石资源的优势， 该县科学有序开发海
泡石资源，做强规模效益，推动海泡石产业

高端发展、规模发展，全力打造中国海泡石
高地， 实现海泡石工业总产值50亿元以
上。

据湘潭县委书记、 湘潭天易示范区党
工委书记傅国平介绍，2016年， 湘潭县建
设重点工程项目408个， 完成投资567亿
元。 该县通过开展“招商突破年” 、“请老
乡、回故乡、建家乡”等招商活动，签约项目
310个，到位资金120亿元。海泡石科技等
一批新进项目落地生根，文体公园、凯依克
物流、 动力配件产业园等一批重大项目加
快推进，新向维、碧桂园、珠江啤酒、敏锐科
技、五矿江南钢构、宏信创新创业园等一批
产业项目竣工投运。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2017年1月5日，农历丙申年腊
月初八，巧合的是，这一天也正好
迎来小寒节气。

旧岁近暮，新岁将至，民俗专
家说，在湖南，最地道的腊八习俗
是鸣腊鼓、做腊八豆，以这种方式
拉开“过年”的序幕。

温暖腊八，撞上最冷小寒
腊八节总让人在冷成一团的

腊月里想到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
粥，今年的腊八节正好在交小寒节
气这一天。

“小寒时节，正同云暮惨，劲风
朝烈。” 小寒节气带着寒风扑面而
来， 我们进入一年中最冷的时段。
民间有“冷在三九”的说法，“三九”
总落在小寒节气内，今年1月8日我
们将迎来“三九”。

在上一个节气“冬至”时，地面
得到的太阳热量最少，但土壤深层
还有一些热量可以向上散发。到得

“小寒”时节，虽然太阳正在缓慢北
归， 但土壤深层的热量消耗殆尽，
热量入不敷出，于是便出现全年的
最低气温。

民 间 历
来有“小寒胜
大寒，常见不
稀 罕 ” 的 古
谚。省气候中
心专 家 赵 福
华认为，湖南
小寒 与 大 寒
节气 的 平 均
气温 可 谓 不
分伯仲，各年
份差异不大。

鸣腊鼓，做腊菜
腊八可谓是腊月里除了除夕外最

重要的节日。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

会委员孙文辉说， 腊八节的传统习俗
很多，食腊八粥无疑是最广为人知的，
不过， 在湖南， 最有本土特色的习俗
是：鸣腊鼓，做腊八豆。

《荆楚岁时记》中记载：“十二月八
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
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
以逐疫。”击鼓戴胡、傩舞逐疫，是湖南
民间的腊八习俗。孙文辉说，湖南民间
过去在腊八这天， 要凑钱置办酒肉食
品， 祭报土地五谷之神， 然后合村饮
宴。在今新化和湘西等地，腊八节这天
还有敲鼓的习俗，意在驱鬼、避疫。

腊月中将各种肉类、 豆腐干等用
盐腌过，吊在灶上，让烟熏烤，称为“腊
菜”。这天在湖南民间还有做“腊八豆”
的习俗，将黄豆煮熟、发酵加工成为一
种酱豆。 腊八豆是湖南腊八节节日食
俗， 现在也成了湖南民间的一种传统
小吃。

“腊八到，粥飘香。”喝腊八粥的食
俗在湖南亦广泛流传，腊八节这天，湖
南各地的寺庙也会用煮粥供佛、 施舍
民间。沈从文先生在1925年写过《腊八
粥》一文，描绘了一幅气韵生动的湖南
民间腊八风俗画。

� � � �腊八民俗源于腊祭，祈愿
次岁丰登

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
会委员孙文辉介绍， 古时“腊”、“蜡”、

“猎”三字通。《礼记·郊特牲》称：“腊者，
猎也。因猎取兽以祀其先也。”古代在农
历十二月，君王要猎取兽物，向先祖举
行大祭， 这种祭祀活动叫做蜡。“蜡”字
系周代所用，秦时改用“腊”字，故农历
十二月称作“腊月”。

孙文辉认为， 腊月所有的民俗活动
都源于祭祀，是农耕时代的产物。糯米饭、
腊八粥，这些民间流传的小寒、腊八食俗，
无不是酬答祖先诸神、祈愿次岁丰登。“过
了腊八就是年。”民间过年多从这天起开
始作准备。腊月，全年田事告竣，难得的空
闲时间，人们怀着希望，准备年货，熏制腊
菜，迎接新年。

湖南地区有谚语称：“腊鼓鸣，春草
生。腊鼓动，农人奋。”腊鼓敲响的时节，
春草已经开始萌动， 农人们击鼓催春。
腊冬期，最要紧的农事是施腊肥，腊肥
可以提高土温，是来年丰收的保障。

长沙海关
推通关新模式

1月4日晚， 长沙市贺龙
体育广场， 长沙海关查验关
员加班加点查验一批进口货
物， 确保货物春节前进入货
场销售。近期，长沙海关不断
加大对我省进出口企业服务
力度， 实行24小时预约通关
服务，确保企业顺利通关。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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