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传务）今天上午，“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
南”首场活动文化讲坛在湖南宾馆举办。中央文
史研究馆馆员、著名作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作
题为《道通合一：漫谈孔孟老庄》的精彩讲座。副
省长杨光荣主持讲坛。各地方文史馆代表和传统
文化爱好者等400余人听讲。

“中华文化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什么
事情都希望最后找到‘一’。孟子的‘一’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性善，这是他的信仰，人性之善是天性。”
83岁的王蒙先生旁征博引， 从孔孟老庄哲学思想
中的高端理想世界大同，性善论，一与多的统一，

中庸与君子、士、大夫，尚化与与时俱化，摄生养生
等六个方面，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把中国传统文
化与当代社会、现代文明和大众生活相融合，彰显
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永不褪色的时代
价值。 讲座不但让观众领略了国学精粹的独特艺
术魅力， 更激发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心
和自豪感。

王蒙著有《青春万岁》等近百部小说，他至今
仍笔耕不辍,今年出版了最新作品《得民心 得天
下：王蒙说〈孟子〉》。在王蒙看来，孟子是一个理
想主义者，他的思想对于现今依然有很好的借鉴
作用。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举行首场活动
王蒙作《道通合一》主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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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严惩养殖违法排污， 不让
绿水青山“蒙污”

刘老板这次“栽了”。
衡南县云集镇河市村的刘老板把养

猪场建在河边， 养殖废水直接排到小溪
河，再流入耒水。周边群众曾向县环保局
投诉，却没得到解决。这次将问题举报给
了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

环保工作人员现场发现，该养殖场的
沼气池、 小型污水处理设施都还在建设，
猪却已经养起来了， 养殖废水未经处理，
直接排放到小溪河。监测结果显示，小溪
河多项水质指标超标。

按照相关法规， 该养殖场立即拆除
了排污管道，对污染沟渠进行清理；因污
染防治设施未建成就排污，罚款10万元；
利用暗管偷排，罚款10万元。2名当事人
被行政拘留10天。 当地政府还对此案相
关责任人进行问责，约谈2人，诫勉1人，
警告2人。

养殖业本是富民产业，如今却因部分
养殖户污染环境的行为，引发群众的“集
中声讨”。据统计，截至5月16日，在中央第
六环保督察组交办我省的2932件信访件
中，畜禽养殖类污染达322件，在13类污染
问题中排第五。

群众举报的畜禽养殖违法排污问
题，经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受到了严厉
惩罚。 常德贺家山乐兴生态养殖场自诩

“生态”，却在未达到排放标准、获得排污
许可的情况下排污， 并违反合同擅自扩
大养殖规模，被勒令关停。常宁市宜阳乡

五丰养猪场被要求在10天内将生猪转厂
或出售，停业整顿；主要负责人被移送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同时，相关部门责任人
1人被免职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1人被
免职并受到记过处分； 诫勉谈话3人，约
谈3人。

驱臭气 、清废水 ，还居民
好水、好空气、好心情

养殖粪污水如果没有得到有效处理，
臭气、污水都将对周边的居民生活、生态
环境造成极大影响。

群众反映通道侗族自治县的利民畜
禽产品发展有限公司对旁边的跃进水库
造成污染。收到交办件后，当地多部门联
合推进污染治理， 包括猪舍实施雨污分
离，沼液实施动态清运，切断污水外排；氧
化塘完成清淤，清理库区水葫芦并进行消
毒等。企业还投资40多万元从山东购买了
污水处理一体化设备。迅速的行动，良好
的效果，让双江镇竹塘村村民杨秀飚直言

“我们老百姓蛮满意”。
近日，邵东县黑田铺镇龙政村村民心

头的“阴霾”也终得驱除。村里的龙政养猪
场没有环评手续， 缺少污染防治设施，没
有实行雨污分流，储存池污水直接渗透到
四周土壤和排入附近小水库，从2013年开
始经营，臭气熏天、污水横流。5月2日，县
环保局责令该养猪场停产并处10万元罚
款。至5月10日，养猪场原存栏生猪400头
均已由县内规范养殖场有偿收购，关闭退
出到位； 养猪场原有污染物清理完毕，建
筑物部分拆除。

以中央环保督察为契机， 我省不少

地方正在加大对辖区内畜禽养殖污染问
题的整治力度。 如邵东县加快了对禁养
区畜禽养殖关闭退出和限养区、 适养区
养殖场清理整治的进度，力争在6月15日
前，禁养区内130个畜禽养殖场全部完成
退养；6月30日前， 限养区和适养区的养
殖场需全部完成污水污物处理， 做到达
标排放。

养殖需走生态之路， 严格
执法倒逼企业守法

我省是生猪养殖大省。但养殖业规模
化程度低，点多面广，养殖粪污没有资源
化利用，仍是我省乃至全国养殖行业存在
的普遍问题。

从治理角度看，从2010年开始，畜禽
养殖污染治理就被我省纳入农村环境整
治的主要内容之一。随着省“一号重点工
程”的持续推进，规模养猪从禁养区退出，
向适养区发展。

从技术角度看，近年来我省已经形成
一批适宜推广应用的生态养殖技术。以粪
污“零排放”和“全消纳”为目标，我省已累
计完成3.2万个规模养殖场的升级改造，
创建706个省级以上畜禽标准化示范场，
推广种养结合、沼气配套、有机肥生产等
生态养殖模式。

“作为环保部门，就是要通过严格执
法倒逼企业守法自律。” 省环保厅相关负
责人介绍，株洲成露养殖有限公司在今年
4月被查处后未及时整改， 再查竟然仍存
在超标排放， 该市环保部门重拳整治，采
取按日连续处罚方式， 日处罚款1.008万
元，30天共计罚款30.24万元。

卢骏骅

全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励大会指出，走创新
发展道路，是一场人才的比拼。厚植创新的沃土，
就要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揽天下英才。

让天下英才为我所用，其前提是各地各部门
领导干部需练就知人善任的用人艺术。

一要慧眼识才。“经世之道，识人为先”。萧何
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等识才故事流传至今，
说明识才是一个“剖石为玉，淘沙为金”的过程，与
领导干部自身能力水平直接相关。 领导干部要练
就慧眼，善于发现人才，通过观其性格、察其智能、
重其实绩等途径，把人才从人群中识别出来。

二要巧手选才。大凡人才，也有“显”才、“潜”
才、“过”才之分。如何让“五官端正”的“显”才人
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不显山露水”的“潜”才崭
露头角；让“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过”才聚而
用之？领导干部要善于从他们的言行、德才、专长
等不同方面进行对比，让“有为者有位，无为者无
位，不为者让位，大为者好位”。

三要善于用才。“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
只有把人才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使其“英雄有用
武之地”，才能让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领导
干部要善于把握人才的个性特征和长短所在，充
分合理地调动人才积极主动的一面， 或巧用其
长，或巧用其短，将其用到“刀刃”上，充分发挥其
才智。

四要宽怀容才。常言道：“为人上者，最怕器
局小 ，见识俗 。”这话说得尖刻 ，却也深刻 ：器局
小，就不能容才聚才；见识俗，就不能知人善任。
“德不广不能使人来，量不宏不能使人安。”作为
领导干部，就要以开阔的胸怀、恢弘的度量，容天
下各色人才，出以公心，知人善任。

五要细心育才。使用人才，适用、实用才能达
到最好的效果，要注意做好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工
作，形成一种人人尊重人才、人人求上进、人人争
当人才的浓厚氛围。通过建立完善可行的人才培
养机制，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对各个年龄段、各
种专业人才进行有计划、 有目的的合理培养，让
各类人才脱颖而出。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禹坤吾 ） 第27个全国助残日之
际，今天，《清风》杂志社为省特教中专

捐赠品牌电脑30台，用于学校的盲人电
子阅览室建设，老同志黄祖示等出席捐
赠仪式。

黄祖示希望同学们通过电脑 、网
络这一现代化的工具，强化学习能力，
加强与社会的沟通， 紧跟时代发展的
步伐。鼓励残疾学子自信自强，身残志
坚，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对社会有用
的人。

中央环保督察进行时

生猪养殖大省的“绿色呼唤”
———我省配合环保督察坚持问题导向之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篇

三湘时评

练就知人善任的慧眼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张
传务） 今天下午，“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
书画精品联展在长沙滨江文化园长沙市博物馆举
行。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王仲伟宣布联展
开幕。副省长杨光荣致辞。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尼
玛泽仁、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黄铁山分别讲话。

此次书画精品联展展出了中央文史研究馆

和全国各地方文史研究馆的中国书画精品150
余幅，涵盖山水、花鸟等题材；作品有各馆的馆藏
精品，也有馆员的近年力作，代表了文史研究馆
系统书画艺术的最高水平。其中，齐白石、陈半
丁、启功等名家的艺术精品十分抢眼，为湖南人
民提供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大师、杰作的机会。

展期预计4天，向市民和书画爱好者免费开放。

“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湖南”书画展在长展出
王仲伟宣布开幕 杨光荣致辞

湖南日报香港5月21日电（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符谦）5月19日至21日，省委常委、省委统战
部部长、省海联会会长黄兰香先后出席香港湘潭
同乡联谊会、香港岳阳联谊会成立大会，湖南郴
州旅港同乡会理事会就职典礼。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部主任周
吴刚出席香港岳阳联谊会成立大会。

黄兰香希望香港湘潭同乡联谊会、香港岳阳
联谊会、 湖南郴州旅港同乡会不断加强自身建
设，繁荣会务，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办会，
积极营造更为浓厚的乡情、友情、亲情氛围，团结
带领旅港乡亲，唱响爱国、爱港、爱家乡的主旋

律。希望大家始终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团结
凝聚更多的旅港乡亲和各界人士，坚决拥护“一
国两制”基本方针，坚决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为进
一步推动香港和湖南两地的交流与合作贡献智
慧和力量。

三湘集团副总裁喻日辉就任香港湘潭同乡
联谊会会长，香港恒富集团董事局主席王富贵就
任香港岳阳联谊会会长，广东省莱宝珠宝有限公
司董事长傅深根就任湖南郴州旅港同乡会会长。
他们表示，一定发挥好自身优势，团结在港湘籍
人士，积极参与香港社会事务，积极推进港湘交
流合作。

黄兰香出席香港湘籍社团活动时强调

凝聚更多湘籍人士 推动湘港交流合作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罗丽姿）今天，省炎帝陵基金会在株
洲炎帝陵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来自省直
有关部门、全省14个市州相关负责人和特
邀嘉宾以及社会各界代表1000余人参
加， 共同缅怀中华民族始祖炎帝神农氏。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君文等出席活动。

祭祖典礼由省炎帝陵基金会主办，旨

在回顾总结省炎帝陵基金会致力炎帝陵
建设发展所取得的成就，答谢社会各界对
炎帝陵神农园等重大项目建设的支持，以
继续推动炎帝陵建设的长足发展。

5月21日，农历四月廿六，是传统的炎
帝生辰日。上午9时19分，祭祖大典开始，
击鼓九通，鸣金九响，鸣炮奏乐，三牲五
谷、 时鲜供品敬献于供台之上。“伟哉炎

帝，日出东方，奠基华夏，万古流芳……”
省炎帝陵基金会理事长石玉珍担任主祭，
恭读祭炎帝陵文。

祭祖典礼结束后，全体参祭人员行至
谒陵广场，举行开午门仪式。广场上龙狮
齐舞、锣鼓齐鸣、唢呐齐奏，3条布龙来回
穿梭，并拱起“龙门”。穿过“龙门”，缓步进
入午门，拾阶而上，祭祀嘉宾满怀虔诚拜
谒炎帝陵墓，叩首鞠躬，祈愿中华永兴。

全体参祭人员还参观了炎帝陵神
农园，并参加“三母育圣”石雕捐建揭幕
仪式。

省炎帝陵基金会炎陵祭祖
陈君文出席活动

《清风》杂志社向省特教中专捐赠30台电脑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记者 沙兆华）
今天是第27个全国助残日，今年助残日的
主题为“推进残疾预防，健康成就小康”。
上午，副省长谢建辉来到省残疾人康复研
究中心和湖南博爱康复医院，看望正在接
受康复教育和医疗的残疾儿童，了解孩子
们康复后的成效。

近年来， 我省残疾人康复体系逐步健
全，康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6年底，
全省已建成了残疾人康复机构306个， 通过
实施一批重点康复项目，68万残疾人得到了
不同程度的康复服务， 其中4万名残疾儿童
接受康复训练或手术回归到主流社会。

谢建辉表示，目前全省仍有83万多残

疾人有康复需求，推进残疾人康复事业任
重道远。残疾人康复要保基本，抓重点。保
基本就是梳理带有普遍性的残疾人康复
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畴，使残疾人康复得
到基本医疗保障，切实减轻残疾人家庭的
经济负担。抓重点就是突出0至6岁残疾儿
童抢救性康复和重度残疾人康复。要倡导
医联体的合作模式， 鼓励社会办康复机
构，确保市、县一级康复机构全覆盖。要创
新政策，鼓励人才参与，创新技术，全面提
高康复服务质量，确保“人人享有康复服
务”的目标。

“残疾人康复事业任重道远”
谢建辉走访残疾人康复机构

黄亮斌

为配合中央环保督察，我省专设 “整
改督办专项工作组 ”， 主要职责就是对
各地配合中央环保督察工作进行督查
督办。

建立督办制度，有利于形成严明的政
治纪律和工作纪律。环保督察是党中央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的一项重大
制度安排，也是对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保工作的一次全面检验、 把脉会诊。
建立督办制度，专门对中央环保督察组交
办信访件边督边改责任落实情况开展督
导工作，有利于严明纪律，确保政令畅通；
有利于坚持问题导向， 从严抓好整改落
实；有利于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强化纪律

保障；有利于加强监督督办，抓实“监督的
再监督、执纪的再执纪”。

建立督办制度 ， 就是实现环保问责
工作规范化 。整个督察期间 ，省纪委 、省
监察厅牵头， 深入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交
办件一线， 重点抓了三件事： 一是提出
追责动议。 对办理信访件和突出环境问
题整改中慢作为 、不作为 、乱作为 ，信访
件所涉问题相关部门违规审批、 监督不
力， 当地纪检监察部门执纪不严等三种
情形， 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提出追责动
议； 二是开展追责调查。 根据纪检监察
部门提出的追责动议 ， 结合追责情形 ，
由上级环保部门牵头、 其他部门参与组
成调查组 ， 对问题所涉及的责任单位 、
责任人 、 违法违纪事实进行调查并厘

清， 提出具体追责建议； 三是实施追责
问责。 由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根据调查结
果及时启动和实施追责问责。 从追责动
议 ，到追责调查 ，再到追责实施 ，紧密相
连 ，环环相扣 ，既提高了追责的效率 ，也
保证了追责的严肃性； 既不错过一个失
职者，也绝不冤枉一个担责者。

建立督办制度，有利于提升各级环保
履职意识。 中央环保督察组驻湘期间，全
省14个市州委书记纷纷奔赴一线进行调
度和现场督办，对中央环保督察信访交办
件边督边改，立整立改，并带动所有县区、
乡镇各级党委积极配合中央环保督察，这
本身就是一次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理念
的大洗礼，提升了各级党委政府环保履责
意识。在本轮中央环保督察7个省市中，我
省责令整改企业数、 立案处罚企业数、罚
款金额数、立案侦查、拘留人数、约谈和问
责人数等各项指标， 始终位列各省之首。
毋庸讳言，强化督办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
推手作用。

强化督办是推手
“环保督察微观”之四

5月21日交办信访件215件， 累计交办
3880件。这一批交办的信访件中，按地区分

布为：省本级2件、长沙市83.5件、株洲市7.5
件、湘潭市16件、衡阳市21件、岳阳市16件、

益阳市7件、常德市4件、邵阳市8件、郴州市
19件、娄底市8件、永州市9件、怀化市7件、张
家界市3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4件。按
污染类别分为：大气污染39件、噪声污染36
件、生态破坏18件、餐饮油烟污染22件、垃圾
污染16件、畜禽养殖污染19件、水污染29件、
固废污染2件、 重金属污染8件、 土壤污染1
件、扬尘污染3件、其它污染22件。

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向我省转办的
群众信访举报件分类情况

（第二十七批 2017年5月20日12时-5月21日12时）

黄兰香考察香港青年协会户外训练营

搭建平台推动湘港青年交流交往
湖南日报香港5月21日电（记者 苏莉 通讯

员 符谦）香港社会组织如何做青年工作？湘港两
地青年交流交往有哪些好的方式？ 今天上午，省
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海联会会长黄兰香
考察香港青年协会西贡户外训练营，拜访全国政
协委员、香港青年协会总干事王 鸣，探讨如何
有效推动两地青年交流交往。湘港青年交流促进
会主席梁宏正参加考察。

海风轻拂，水清沙幼。一群皮肤晒得黝黑的
青年人， 正将一艘艘色彩斑斓的皮划艇划向大
海。在海边，两组年轻队员在教练组织下展开力
奇训练。上午，黄兰香一行参观了香港青协户外
训练营营地，现场感受营地青年人朝气蓬勃的训
练场景。

位于西贡半岛的香港青协户外训练营依山
傍海， 可以同时容纳数百名青少年开展户外训
练， 是香港青年协会旗下4个训练营地之一。
王 鸣介绍，香港青年协会于1960年成立，是香
港最具规模的非牟利青年服务机构。主要宗旨是
为青少年提供专业而多元化的服务及活动，每年
提供超过2万项活动，服务人次达600万。

黄兰香说，香港青年协会依托营地，开展形
式多样的活动，广泛覆盖、有效凝聚在港青年。希
望湖南的群团组织借鉴香港青协的成功经验，丰
富活动手段，拓展活动平台。希望两地群团组织
在活动方式、办会理念等方面加强交流，相互借
鉴，优势互补，搭建平台，进一步推动两地青年交
流交往。

艹易

艹易

交响音乐会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
欧阳斌观看音乐会
� � �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余蓉）今天晚上
8时，湖南艺术职业学院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5周年交响音乐会暨
交响乐团、合唱团成立揭牌仪式在该院实验剧场
举行。省领导和老同志欧阳斌、肖雅瑜出席，并观
看了音乐会。

音乐会演出了12个曲目，有交响乐《红旗
颂》、歌剧《运河谣》选段、女声独唱《来生来世
把你爱》、男声独唱《我的太阳》等经典曲目，
有《梁祝》《百鸟朝凤》等民族经典曲目，还有
花鼓戏联唱、湘剧高腔《沁园春·长沙》等地方

经典曲目，给观众奉献了一场艺术盛宴，也体
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
文艺与时代的艺术实践。

在揭牌仪式上， 湖南省文化艺术基金会
还向湖南省艺术职业学院交响乐团资助了
100万元，以支持其发展。该院党委书记鲁雁
飞表示， 交响乐团将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带动以表演艺术为核
心的专业群建设，深化学院与院团合作，为我
省高校交响乐团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交
流协作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