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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群

今年是脱贫攻坚战向纵深推进
的关键之年。 在2016年实现脱贫攻
坚首战告捷基础上， 我们要坚持以
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
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省
政府的决策部署，以更强的担当、更
高的标准、 更实的举措和更优的作
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年度战役。

锁定一个目标。全年紧紧围绕
实现110万以上农村贫困人口脱
贫、2500个以上贫困村脱贫出列、
10个以上贫困县脱贫摘帽的目标，
在“实”字上下功夫，在真扶贫、可
持续上想办法，把脱贫攻坚各项工
作做得更细更实更有成效。

坚持“两线作战”。目前摆在我
们面前的是双重任务： 既要帮助
330万未脱贫的贫困群众尽快摆脱
贫困， 又要采取有力措施帮助350
万已脱贫对象实现稳定脱贫。 因
此，我们要坚持“两线作战”：一手
抓脱贫攻坚， 一手抓脱贫巩固，把
二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同步谋
划、同步安排、同步推进、同步考
核。 建立稳定脱贫长效机制，强化
“造血”功能，完善“输血”机制，健
全“失血”救助，确保帮扶力度不
减、支持政策不变、脱贫成效不反

弹。 既重视贫困县的脱贫攻坚，又
重视非贫困县的贫困村、贫困人口
脱贫工作；既抓好贫困村的整体脱
贫，又抓好非贫困村贫困人口的精
准帮扶；既抓产业和就业，又抓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严格脱贫验收
标准和程序，让群众认账、社会认
可，真正做到经得起看、经得起问、
经得起算、经得起查、经得起历史
和人民的检验。

主攻薄弱环节。当前脱贫攻坚
的薄弱环节集中在教育、医疗和贫
困村提升三个方面。 在教育扶贫
上，健全精准资助体系，防止“因贫
失学”“因学致贫”； 加大农村薄弱
学校改造和合格学校建设力度，实
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开展职业技
术教育、岗位技能培训、实用技术
培训， 提升贫困对象就业创业能
力。 在健康扶贫上，坚持省市县联
动、以市县为主，重点帮扶10个以
上贫困县县级公立医院、100个以
上贫困乡镇卫生院、6924个贫困村
卫生室；细化政策举措，形成一整
套健康扶贫政策体系，突出大病和
慢性疾病分类救治，防止“因病致
贫”“因病返贫”。在贫困村提升上，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贫困村提
升工程的指示要求，着力提升贫困
村的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和党组织建设水平。 重点抓好
《解决贫困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突出问题三年行动计划》 的落实，
着力解决村级公路、 农村安全饮
水、农村电网改造、农村宽带、农村
危房改造、环境综合治理、农村广
播电视、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小学改
造、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和农村光伏
扶贫等10个领域的短板问题。

推进重点工作。一是打牢精准
扶贫基础。 进一步完善建档立卡，
把已经稳定脱贫的人标注出去，把
返贫遗落的人纳入进来，做到有进
有出、动态管理。 二是强化产业扶
贫建设。坚持“四跟四走”产业扶贫
路子，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组
织化程度，继续推进重点产业项目
建设， 直接帮扶100万以上贫困人
口增收。三是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
迁。 按照“搬得出”、“稳得住”、“能
脱贫”的要求精准施策，完成33万
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四是统筹
推动兜底保障脱贫。对完全或部分
丧失劳动能力、无法依靠产业扶持
和就业帮助脱贫的贫困人口，通过
提高低保标准、实现“两线合一”帮
助他们脱贫。五是加强贫困村党组
织建设。深入推进抓党建促脱贫工
作，结合村支两委换届，选好配强
村级班子， 培养农村致富带头人，

促进乡村本土人才回流，打造一支
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解决突出问题。 坚持问题导
向，着力解决制约脱贫攻坚的突出
问题，不断推动脱贫攻坚稳步迈上
新台阶。瞄准急躁冒进、形式主义、
内生动力不足、资金管理使用效率
不高、 工作推进不平衡等问题，进
一步压实工作责任， 构建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的责任体系。 进一步
强化督查考核，实行最严格的考核
评估制度，开展督查巡查，建立问
题直报机制， 组建3-5支督查巡查
小分队， 对脱贫攻坚的重点环节，
开展经常性的明查暗访，向形式主
义等问题“开刀”。进一步加强教育
引导，建立正向激励机制，坚持用
实例说服群众、 用典型鼓舞群众，
引导干部群众自力更生、 艰苦奋
斗，激发他们改变贫困面貌的干劲
和决心。 进一步加强资金监管，加
大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开展“雁过
拔毛”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改革
资金管理办法， 提高资金使用效
益。 进一步抓好政策落实落地，指
导各地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扶持措
施，实施差异化的扶持政策，确保
所有贫困人口如期整体脱贫。

（作者系省扶贫办党组书记、
主任）

高亚洲

4月3日，一段“达州市公安局民警不
服从交警指挥”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
中， 执勤交警让违规停车的司机把车开
走，但司机称自己是市公安局的，并说执
勤交警“不懂事”。 4月3日晚，达州市公安
局对此事通报称， 该司机系达州市公安
局民警，当天因女儿下车买包子，将车临
时停靠在路边并说出不当言论。 目前，涉
事民警已被停止执行职务。

一句“不懂事”，让一位公安局民警
一夜爆红；一句“不懂事”，让这位民警
被停职。 面对如此人生际遇，当事人内
心恐怕五味杂陈。

“不懂事”，是“懂事”的反义词。 根据
汉语解释，“懂事”有两个解释，一是理解
用心，二是明白事理。从当时情境来看，这
个民警显然是在说交警“不明事理”。至于
事理是什么？ 无非是指责交警不懂规矩、
不懂变通之道。

这段视频出现在网络上，网上观点正
可谓泾渭分明，“拍砖”者有之，附和者亦有
之。 如此场面，还多少有些玩味。

假设这位违章停车的人是普通市

民，临时停车去买几个包子，面对交警不
停地催促，多半也会认为这交警“不懂事”
“不通融”“不近人情”，何况这位丢下“不
懂事”几个字的人，不仅与这交警是同行，
还是交警的半个领导，因此，一句“不懂
事”，居然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

只是这种忿忿不平心态的背后，或
许折射出某种不正常的社会生态。 之所
以说它不正常，首先它依附的是一种“圈
子文化”。 当一句“不懂事”因愤愤然脱口
而出被围观时，它的“不当”不仅仅刺激到
了某种本就焦虑的情绪， 更因为撕开了
一簇敏感而脆弱的潜规则。 在这句“不懂
事”之前，涉事的民警为了让自己的“停车
权”不受到侵犯，在“买个东西、马上就走”
保证失效后，先后用“自亮身份法”“抬出
领导”等手段，意欲唬住交警。

更大的不正常还在于，在“不懂事”的
语境中， 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官员对潜规则
的重度依赖， 以及对明规则的漠视。 要知
道，交警的所作所为，就是在正常执法。

于此，将“不道德”置于讲究规则尤其
是法治的现代社会，谁懂事、谁“不懂事”
已不言自明。 我们或许更需要反思的是，
如何让真正的“事理”大行其道。

李英锋

近日我国正式发布《生活垃圾分类
制度实施方案》，方案明确规定，到2020
年底前，我国将在包括长沙在内的46个
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届时
我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5％以
上。

未来学家托夫勒在 《第三次浪潮》中
曾如此预言：“继农业革命、 工业革命、计
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
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圾革
命。 ”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等8个城市成
为我国第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16
年过去，大多数试点城市的结果却难如人
意。 这次，国家将在46个城市先行强制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强制”二字，既是出于
垃圾分类处理的必要性，更是基于尴尬的
现实。

要打好垃圾分类的攻坚战、 持久战，
需唱好“三部曲”。 一为“科普曲”。 现在，很

多人都明白垃圾分类的意义，但却不知道
分类的方法。 何为可回收物？ 何为不可回
收物？ 标准模糊，公众便手足无措。 因此，
主管部门当务之急要制定清晰标准。 日
本、德国的垃圾分类受人称赞，就离不开
详细的垃圾分类标准、清晰注明垃圾类别
的包装以及针对不同垃圾确定的收集日
制度等。

二为“回收曲”。 眼下有的地方，分好
类的垃圾一上车又混同了， 前端垃圾分
类，末端一勺乱烩，谁又愿意费时费力多
此一举？因此，垃圾分类只是第一步，在分
类之后， 后续必须有科学高效的统一回
收、加工、利用流程，保证分类后的垃圾能
够各得其所、物尽其用。

德国人从幼儿园起，就将学习垃圾分
类作为“开学第一课”；在日本，类似居委
会的“町内会”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对
居民生活习惯进行监督。这些都是实现垃
圾分类的第三曲———“宣传管理曲”，可资
借鉴的宝贵经验。

徐建辉

去年6月， 湖南省审计厅在对
桃江县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时发现，
桃花江镇拱头山村村民昌俊、崆峒
村村民赵月清等人惠农补贴发放
异常，有冒领嫌疑。 有关部门随即
进行核实。 这一核实，居然挖出一
个“雁过拔毛”案。桃花江镇财政所
原副所长陈刚借这两个人的账户，
在2万余名农户身上 “拔毛”6万余
次，最小的一笔只有0.27元，共“拔”
了77万余元。 次数之多、金额之大，
全省罕见。

有一种贪腐叫“蚊贪”。 “蚊贪”
的特点，一是位低权重。 比如陈刚，
事发前不过是一个乡镇财政所的副
所长。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
基层官员， 手中却掌握着上万农户
的补贴发放大权。 从他私吞的77万
赃款来看， 他每年经手的资金绝对
不是小数目。二是贪小成多。陈刚采
取“雁过拔毛”的方式，对农补资金
进行截留，多则几百，少则几块，最
小的一笔甚至只有0.27元。乍一看这
些钱微不足道， 可是他共 “拔毛”
61629次， 冒领21994户农户的生态
公益林、效益林补贴等。 较之“大老

虎”，“蚊贪”危害一点都不小。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陈刚东窗

事发， 面临的将是党纪国法的惩治。
然而，在低保、农补、扶贫、救济这么
多项目的资金流转发放环节上，还有
没有其他类似陈刚这样的 “蚊贪”
呢？

近年来，“蝇贪”“蚊贪”案屡有
发生，凸显一些地方农村反腐的薄
弱。 眼下，乡镇专职纪检干部力量
仍然薄弱，作用难以发挥；同时，许
多乡镇的纪检干部与村干部经常
工作在一起， 不是熟人就是朋友，
碍于情面，一些乡镇纪检干部不愿

监督也不敢监督，甚至明知有村干
部违规违纪、甚至违法 ，也事不关
己，高高挂起。

“蚊贪”之害屡禁不绝，折射出
农村基层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仍需不断加强。乡镇党委要
主动熟悉村班子和村干部的情况，
多打听“张家长、李家短”。 针对基
层纪委常出现“熟人办案”的状况，
亦可探索建立乡镇纪委异地交流
任职、交叉办案等机制。 这样的动
作多了，农村反腐的力度走强，“蚊
子”将越来越少，群众的 “舒适度 ”
自会提高。

张西流

近期多家国内著名民企纷纷
曝出高管层开始换代接班的消
息， 这些民企目前基本上还是由
第一代创业者掌权， 但他们年届
高龄， 退出拼搏舞台属于自然规
律。 北京一家媒体的调查发现 ，
在这轮接班潮中 ， 既有子 （婿 ）
承父业的传统模式， 但也有很多
由外部职业经理人操盘的新模
式。

当今的 “企二代 ”， 多数接
受过高等教育和现代经营理念的
洗礼。 他们对家族企业劳动密集
型、 薄利多销式及低附加值的传
统制造业心存抵触 ， 对创办实
业、 成本控制、 精细化管理等缺
乏兴趣 。 相反 ， 他们对网络经
营 、 电子商务 、 VC、 PE等投资
方式兴趣浓厚 ， 并对 “虚拟经
济” 情有独钟。

此外 ， 不少 “企二代 ” 对
家族企业具有 一 种 叛 逆 心 理 ，
他们不希望躺在父辈的 “安乐

窝 ” 里坐享其成 ， 而是期望凭
借自身努力 ， 闯出一片属于自
己的天地 。 更严峻现实是 ， 如
今一些民营企业经营形势并不乐
观。

重重压力之下， 民企在新形
势下必须产生 “谋变” 思路———
行业急需新生代领导者以崭新视
角来适应新的行业形势， 只有新
的突破才能引领企业迈向新的发
展阶段 。 站在这个角度 ， 民企
“换帅”， 或许正是家族企业转型
升级的良机。

事实上， 许多拥有成熟市场
经济运行经验的国家， 破除 “企
不过三代” 魔咒的有效途径， 正
是通过打破家族世袭、 寻求开放
式的企业管理。 对接现代企业制
度 ， 聘用职业经理人管理企业 ，
是企业更新观念、 永续生存的优
越手段 。 随着中国企业的强大 ，
特别是民营企业蓄势突围， 职业
经理人队伍也一直处于快速增长
态势， 刚好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必要的人才储备。

� � � �政府再发减负红包！ 从4月1日起，多达41项中央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将取消或停征，包括婚姻登记费、收养登记费、房屋转让手续费(涉企)等
等。 同时，商标注册收费标准将降低50%。

全国两会之后，一系列新的减税降费的举措接连出台，目标直指减轻
企业和个人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显然，政府工作报告中“一定要让市
场主体有切身感受”的承诺，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文/图 朱慧卿

一句“不懂事”道出多少潜规则

垃圾分类需唱好“三部曲”

“蚊贪”之害不容轻视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清明时节的山野， 春天的最深处，
所有生机都在充分释放。

桐花是“清明之花”，《周书》称：“清
明之日桐始华”， 一般认为， 清明时节
的桐花所指是泡桐花，高树繁花，浅紫
柔白， 深具清明节悲欣交集的气质，热
烈而沉静。

清明一候，桐花始华
4日清明节气至，省森林植物园里，

盈盈的染井吉野樱开过，单瓣的樱花便
很难看到了，繁复的重瓣晚樱已经热烈
登场。

长沙城里也到处是浓粉的关山樱
和粉白的普贤象樱， 脂正浓粉正香，开
得密密匝匝、繁繁复复、春色无边，像是
过于热烈的情怀、 不容分辩的表白，让
园林中的春意粘得像蜜糖一样。

清明的春色自然不会全是如此甜
腻而兴高采烈的。

清明的情绪是“复调”的。清明既是
节气又是节日，有游春的佳兴，有追思
的哀愁。 清明时节春天正当盛年，热烈
大气，是春景的“高点”；清明又是暮春
之初，物壮则老，盛极而衰，是伤春的起
点。清明一候桐花，这样复杂的意象，便
由高大素雅、 热烈又沉静的桐花承载
着。

不过，古人对植物的分类向来很不
讲究，将不同科属的梧桐、泡桐、油桐等
都统称为“桐”， 而在现代植物分类学
中，油桐来自大戟科，泡桐来自玄参科，
梧桐来自梧桐科。

油桐开白花， 泡桐开紫白二色花，
梧桐则花小不足观，且在夏天开花。 唐
白居易《寒食江畔》中写道：“忽见紫桐
花怅望，下邽明日是清明。 ”紫桐花，无
疑是泡桐花。 泡桐花广布山野，与大块
绿色一起，中和掉盛春的脂粉气，让清
明节气美得大气清朗。

自在山野，大气春景
省森林植物园科普中心曾桂梅说，

长沙油桐花很少见， 泡桐则很常见，花
大型，有紫、白两色，在湖南多为紫色。
眼下，泡桐正开出淡紫色的花，应着清

明的物候，至于油桐开花还要稍晚。
泡桐树在湖南乡下很常见，又被称

作水桐树，易栽易活，生长迅速，枝叶却
不够丰美，一年中最赏心悦目的时候便
是清明时节，满树素雅紫花，花香微苦，
也许是走出乡村的孩子一缕乡愁所系
吧。

然而， 泡桐树又是不大让乡下人尊
重的，“泡”字有“虚而松软、不坚硬”之
意，泡桐即取名于此。 作为一种速生树，
泡桐很难见到百年以上的老树，所谓“桐
无老才”，泡桐木生长很快，木质却疏松，
讲究的人家并不用它做家具。 假如一个
乡下孩子，长得又高又胖，便极有可能得
到“泡桐”这样一个绰号，取笑他身材高
大而不结实。

不过，泡桐自古便是制琴的良材，因
内部纤维结构松散，有利于发声和震动，
板胡、扬琴、古筝的共鸣板大多是用泡桐
木制成。

泡桐如今在园林里应用不多， 城市
园林里多的是脂浓粉香、 树小花密的小
乔木与灌木，只有山野里，才可望见高大
粗壮的泡桐树盛放的“清明之花”，才有

“桐花万里路”的大气春景。

� � � �湖南日报4月4日讯 （记者 邹
靖方 通讯员 杨琳 ）今天，记者从
湖南铁塔公司获悉， 截至今年2月
底，湖南铁塔累计承接塔类建设项
目需求6万个， 交付铁塔基站订单
5.4万个，累计投入建设资金55亿，

2年4个月的建设量超行业历史累
计建设总量的80%，助力4G网络实
现了超常规发展。

2016年下半年以来，运营商相
继提出了4G农网覆盖工程的建设
需求， 湖南铁塔5个月内交付了近

1.3万个建设需求。 湖南
铁塔还积极牵头通信基
础设施专项规划， 通过
将站址布局纳入城乡规
划批量获取可满足运营
商需求的站址资源，并

且增强了站址稳定性，提高了建设
审批效率。在湖南铁塔的积极推动
下，12个地市的城区基站专项规划
已获得了当地政府审批。

2015年10月， 湖南铁塔与3
家运营商完成6万座存量铁塔相关
资产的交接， 实现了全省铁塔基
站等移动通信基础设施统一运营。
在承接4G基站铁塔建设需求过程
中， 湖南铁塔优先改造利用现有
庞大的铁塔资源， 能够共享的不
再新建， 这种优化存量、 引导增

量、 主动减量的改革方式,已经带
来明显的行业效益和社会效益。

截至2016年底， 我省的塔均
租户数达到1.37户， 运营商68%的
建设需求通过共享满足， 与运营
商各自单独建设相比， 可减少建
设16101个站址， 为行业和社会节
约投资32亿元， 节约用地725亩。
由湖南铁塔统筹运营商的建设需
求， 不仅能通过共享存量、 共建
增量达到降本增效的目的， 而且
专业化、 精细化的管理也带来了
工程造价的大幅降低。 以已投入
使用的长沙地铁一号线公网项目
为例， 该项目较长沙地铁一号线
公网节省投资约1600万元。

民企“换帅”
或许是转型良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年度战役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建设新湖南
干在丁酉年

减税降费在行动
新闻漫画

清明：
春到最深处，桐花万里路

� � � � 泡桐属于玄
参科泡桐属，玄参
科 共 有 200 属 、
3000种植物 ，绝
大多数都是草本
灌木，如眼下正开
花的婆婆纳、通泉
草等常见草花，泡
桐属有7个种 ，都
是高大乔木，且都
产自我国，在玄参
科中独树一帜，因此又被
称为玄参科中的“巨人”。

【生物小名片】

泡桐，
玄参科中的“巨人”湖南铁塔助力运营商提速降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