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文小凤 益政

“没想到回乡创业有这么多的好！”5月中
旬，谈起创业经历，湖南品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文明一度哽咽。

她介绍，益阳市重拳整治“中梗阻”，干部
们更加主动作为， 扎实作风给公司带来无私
帮助，让自己十分感动。

“庸政懒政、不作为、乱作为和‘推、拖、
卡、拿’等‘中梗阻’式腐败问题，是影响益阳
经济发展环境的突出问题，必须重拳出击、持
续加力，务求实效。”近日，益阳市委书记瞿海
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溯本清源：
让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

在地方，一些职能部门、基层干部为一己
私利，不惜在项目审批、建设等各个环节设置

“中梗阻”，严重影响了当地发展。
“一是不作为， 二是乱作为， 三是不担

当。”面对记者，瞿海痛陈“中梗阻”之弊。
“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发展环境问题，

实质上从不同角度折射出干部作风、 党风政
风、社会风气存在的问题。”瞿海告诉记者，作
为地方党委， 肩负着营造山清水秀的自然生
态、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重任。

剑指“中梗阻”，益阳今年下发规范党和
国家工作人员饮酒行为、 整治不作为乱作为

“九个一律”问责暂行规定的通知，剑指公务
活动饮酒等5方面饮酒行为和9种不作为乱作
为情形，建立“负面清单”。市纪委出台《关于
开展“中梗阻”式腐败问题专项治理的工作方
案》，重点查处和纠正“推”、“拖”、“卡”、“拿”
等14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同时，由市纪委、监察局、发改委、公安
局、法制办和涉及民生领域、行政审批等相关
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随
即成立， 干事创业制度和容错免责制度也接
踵出台。

以问题为导向，让优者上、庸者下、劣者
汰，全市初步形成了全方位治理“中梗阻”问
题的制度体系，想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氛
围越来越浓厚。

动真碰硬：
对歪风邪气“零容忍”

去年10月，益阳大通湖一畜牧企业的项目
建设资金拨付审批手续已办完， 按程序应由区
农林水务局畜牧水产股向区财政局申报拨付。

因多次向企业索要财物被拒绝， 该股室
副股长王某硬是压着手续不办。直到今年2月
王某被查前，该笔资金仍未到位。

今年4月，益阳市纪委通报，王某几年间
因多次向项目申请人索要财物，数额巨大，被
开除党籍并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在安化， 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大队土地执
法股副股长刘某，在镇国土所呈报了7宗土地
违法案件后，却未及时立案执法，办事拖拉，
工作失职，导致7起非法占用耕地建房全部建
成。今年3月，刘某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一件件典型案例的通报曝光， 在益阳各
级打响了动真碰硬的“攻坚战”。

据统计，截至5月底，益阳市共发现“中梗
阻”式腐败问题线索144条，已受理办理88条，
立案39起，处理126人，移送司法机关24人，公
开通报典型案件10起。同时，全市因违反“禁酒
令”被党纪政纪处分23人，组织处理25人，其中
11人被免职；“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立案112
起，处理12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9人。

“坚决对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和‘中梗阻’式
腐败问题‘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
姑息。”益阳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李永军说。

服务提质：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

根除“中梗阻”问题，益阳还着力加大“放
管服”改革力度。

今年5月15日，赫山区汤先生拨打市长热
线，反映某猪场粪便往河道直排。市长热线当
即“网上派单”给环保局办理，并限时办结。

2天后， 赫山区环保分局现场处置反馈，
该猪场所有排污口均已封堵并全面清污，并
下达现场监察文书，责令其加强环境治理，严
防跑冒滴漏，否则严肃处罚。

市长热线平台整合了全市134条热线电

话，像这样的诉求电话，该平台日均受理300
个，办结率达95%以上。

“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推进简
政放权， 益阳市本级仅保留行政许可项目86
项、管理服务项目68项，许可、管理服务项目
为全省市州最少。同时，建立行政审批事项目
录清单、行政权力清单、政府责任清单、市场
准入负面清单，加强政务服务平台、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电子政务平台和“益村”平台建设，
把干部履职行为置于阳光之下， 倒逼责任和
工作落实。

好环境聚拢好人气。今年4月1日，益阳市
举办“汇智聚力·建设益阳”恳谈会，当场签约
重点项目40个，合同引资达158.6亿元。

“不让宏伟蓝图‘停’在纸上，不让改革举
措‘堵’在路上，不让发展红利‘截’在途中。”
瞿海表示，以解决好“中梗阻”问题为突破口，
服务发展、关注民生、主动作为已在益阳成为
一种风气。

■记者手记

为官不当“孙区长”
张斌

有群众反映，以前办事难，主要是不给好
处不办事，现在办事难，变成了给他好处不敢
拿、请他吃喝不敢去、事情拖着不给办。遇到
问题，局长说符合政策可以办，科长推脱不好
办，经办人员说不能办。

这一拖一推，好事变成了坏事，顺事变成
了难事，不仅影响群众的获得感，更影响党的
执政之基。

为官一任，当造福一方，既要拿出 “真金
白银”的真心、实心，也要拿出“热情似火”的
耐心、热心，为公道和正义鼓与呼，赢得群众
拥护，赢得社会尊重。千万不要当电视剧《人
民的名义》中的“孙区长”，得过且过、不作为
甚至乱作为的庸官懒官怠官，终将得不偿失。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陶芳芳 鞠文霞
孙应德）今天，长沙黄花综合保税区通过了
由海关总署牵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10
部委组成的国家联合验收组验收， 并取得
验收合格证书，预计15天后封关运行。副省
长何报翔参加验收工作。

长沙黄花综保区于去年5月31日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 规划面积1.99平方公里，位
于长沙市东部长沙临空经济示范区内，东
侧紧临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拥有由航空、水
运、高铁、城市主干道、磁悬浮、地铁构成的
立体交通体系。

按照建设要求, 长沙黄花综保区获批后

一年内必须通过验收封关运行，时间紧、任务
重。长沙县仅用6个多月，建成通关大楼、综合
大楼、监管仓库等建筑近20万平方米，建成
巡逻道、保税大道等市政道路12公里，区内各
项硬件、软件设施均严格按要求建设、调试完
毕。并同步推进招商工作，吸引了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60多家意向企业，
累计签约项目26个，已有33家公司在综保区
办理工商注册。

长沙黄花综保区将在近期获取海关报
关代码和地区统计代码后正式封关运行。
封关运行后，预计当年可实现进出口总额8
亿美元以上。

2017年6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要闻03

! ! ! ! !"#$%&'()*+,-./0"12)
345/0"6789:;<=>?@ABCD?EF
GHIJKLMNOP)QRS)4 T5,-.UV
WXQYZ[;)\ "#$$ ]^_`9:_#$%&'
()a"#$% ]bcdef)gh4 i]jW9:_I
Jkl)a"#$& ]jmno9pq[;rstf)uv

npq(wxtf)u\
`ytz{f)GH4`GHn|}~6@�t~

6@��~6v'�~6u���t��v��k�4
#!"#')���@��F��4����EF�'
�� $& ���\

q�����@ ��� ¡¢£¤!"#')¥
¦§'(()*+,---./01'1234563789{g¨©�ª�\

!"#$!:;%$<=%>>=>"?@$=?;@@?@@=:

!"#$%&'(
!"#$)*$+,-.

!"#$%&'()*+,-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
员 徐小彬）九旬老人、普通居民、乡村医生……
一个个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普通人， 为社会增
添了真善美与正能量。 记者今天从湖南省文
明办获悉， 经各市州及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层
层推荐、 网上投票、 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

2017年“湖南好人”5月榜单正式揭晓，32位群
众身边的好人入选。

段三花是洞口县花桥村村民。 今年96岁
的她， 从2001年开始义务清扫从醪田镇政府
到荷家冲经过14组的路段，16年风雨无阻，连
大年三十也不停歇。在段三花的影响下，村民

们的环卫意识不断提高， 村容村
貌日益整洁。2016年， 花桥村被
评为洞口县“美丽村庄”。老人说：
“只要看得见、走得动，就会坚持
扫下去。”

姜元英是株洲县龙潭镇铁砂

村的医生。一个人背着一只药箱，穿梭在村里
的羊肠小道已经47年， 共出诊2.3万多次，为
3000多人逐一建立了健康档案。 姜元英懂一
些民间草药知识， 村民们有个感冒伤痛的，她
就爬到山上找些草药治疗， 从不收钱。 她说：
“草药山上多的是，大家乡里乡亲的，还收么子
钱咯。”

此次“湖南好人”评选中，段三花等6人获
评为“助人为乐好人”， 姜元英等7人获评为
“敬业奉献好人”，彭海英等6人获评为“孝老
爱亲好人”，曹有元等7人获评为“见义勇为好
人”，万淑君等6人获评为“诚实守信好人”。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易湘峰 张彦 ）今天上午，株洲
高新区举行筹建国家轨道交通知识产
权运营中心、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运营
中心合作签约仪式。美国联邦上诉法院
原首席大法官Ocean� Tomo、美国政府
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原主席Ms.Deanna�
T.Okun， 沃尔沃建筑设备集团中国副
总裁詹旭等出席仪式。

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是株洲高新区
两大重点产业。这次筹建“两个中心”，将
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市场体系，打通知识
产权运营渠道，促进知识产权资源快速向

株洲聚集， 构建株洲知识产权运营生态
圈。“两个中心”建成后，将成为株洲产业、
科技、文化对外展示的窗口，通过深化国
际及区域知识产权交流合作，大力推动知
识产权运营和科技成果转化。

“两个中心”的运营主体是由新诤
信与株洲高科集团、 株洲市技术转移
促进中心合资成立的新动力知识产
权运营有限公司， 该公司将通过轨道
交通、 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交易平台
运营， 以及提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等， 建设全国领先的知识产权综合运
营及交易平台。

长沙黄花综保区通过验收
预计15天后封关运行， 何报翔参加验收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新成绩新成果，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从今日起，《湖南日报》隆重推出“清风拂三湘”系列报道，聚焦各地
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亮点和特色工作， 展示湖南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
决心、历史担当和治理智慧。

益阳重拳整治“中梗阻”———

剑指“慵懒怠” 聚力促发展

编
者
按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何昕 温小林）“同学别急，我这里有考
试铅笔。”6月8日上午， 高考考试的铃声已
敲响， 而新田县一中考点前一名考生仍焦
急地在身上找来找去， 正在这里的龙泉镇
秀峰社区居民刘秀荣赶紧上前询问， 了解
到他忘记带铅笔了，连忙送他几支。

刘秀荣今年68岁。 她告诉记者，2010
年， 社区动员大家为高考考生提供义务服
务，她试着参加了。她发现，他们微不足道
的服务却可以为孩子们提供很大帮助。于

是，这些年她每年都来考点服务，自掏腰包
买来文具、纯净水、风油精、清凉油等，免费
提供给考生及家长。

去年高考， 刘秀荣发现一个考生的
家长提着为孩子准备的午饭大老远赶
来， 这时饭菜都凉了， 她忙对这位家长
说：“吃冷饭，万一拉肚子怎么办？上我家
吃吧。”硬是拉着这位家长及孩子到自己
家，免费给他们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刘
秀荣自豪地说：“现在， 孩子经常给我发
祝福短信。”

刘秀荣7年义务服务考生

湖南日报6月8日讯 （通讯员 陈智敏
记者 邓晶琎）7日7时50分， 家住郴州的铁
路工人陈国文， 开着自己的小车抵达郴州
市铁路家属区， 准备送单位同事郭武生的
女儿前往郴州市一中参加高考。 这是今年
高考期间，陈国文开出的首趟“爱心送考”
车。自2008年以来，陈国文已连续10年自己
开车免费护送共60余名高考学子参加高
考。

记者从广铁集团株洲机务段郴州整备
车间获悉， 陈国文是该车间的一名机车钳
工。2008年5月，陈国文刚刚购买私家车，便
加入了由当地广播电台组织的“爱心送考”
活动。

当年6月7日下午， 陈国文在郴州市陈

家湾社区护送4名高考学生参加高考。其
中， 有2名考生大学毕业后留在郴州工作，
如今，他们每年也跟随陈国文参与“爱心送
考”活动。

陈国文“爱心送考”的故事在当地被广
泛流传，受他影响，越来越多的同事、受益考
生、陌生人加入“爱心送考”车队。

2013年5月， 陈国文与其他5名爱心人
士组建了“爱心送考”车队。今年，该车队已
发展至23人， 他们自愿共同参与“爱心送
考”。

“这只是我的举手之劳，却收获了感恩、
友爱，我的生活因此而充实。”陈国文说，只
要自己还开车， 就会坚持将这份爱心延续
下去。

郴州铁路工人“爱心送考”
10年护送60余名高考学子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珍贵
———记“诚实守信好人”陈玉成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丁佳泳

最近，陈玉成一直在为年产4000吨脂
肪酸扩建项目而忙碌着。6月6日， 记者在
办公室见到他时，他感慨地说：“为了一个
承诺，我来到云溪，干了10年，而且我还要
更好地干下去。”

陈玉成是岳阳成成油化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2007年5月，岳阳市云溪区委书
记到湘潭招商引资，当时还是昭山油化总
经理的陈玉成和另一家企业的老板应邀
到云溪工业园考察，并于当年10月与云溪
区委、区政府达成初步投资意向。不料风
云突变，2008年10月， 当云溪工业园完成
项目选址和土地“六通一平”时，碰上全球
金融危机爆发，公司主打产品脂肪酸价格
暴跌。同陈玉成一起来工业园投资的另一
家企业，退掉买好的地皮打道回府。

是否继续履约来云溪投资？陈玉成面
临巨大压力。家属和公司职工都劝他慎重
考虑。但陈玉成说，既然云溪区委、区政府
对我们投资商履行了口头承诺，我们没有
理由不“守诺”。他毅然说服家人和职工，
连续3年将湘潭市株易路口的商铺、旅馆、
工厂、仓库、住房等，全部“忍痛”卖掉变
现，投入岳阳“成成油化”项目建设。2009
年，又以“昭山油化”作抵押，向银行贷款
1000万元， 个人及亲友自筹2000多万元
投入项目建设，确保项目如期开工投产。

陈玉成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珍贵，在
创业22年的历程中，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
客户，哪怕是口头承诺，他也从不失信。

2010年6月， 广西临桂县客商李某提
前支付公司20万元货款， 提货时因超载，
只装了16万元货物。得知情况，陈玉成马
上安排财务联系李某，可李某仍坚持没有
多付款。一周后，陈玉成自己联系李某，要
求他仔细核查，并对他说：“我们公司有规
定，多收的钱一分都得退回，我不能说话
不算数呀！”李某收到4万元退款后，连声
道谢。

陈玉成始终认为，保证产品质量是最
大的诚信，因此，优质环保一直是其公司
放在第一位的追求。其公司为客户提供高
品质、高纯度的脂肪酸系列产品，用诚信
和实力赢得广大用户好评。陈玉成还从市
场调研、开发设计、生产控制到销售，建立
完善的质量环保保障体系，并成立重大质
量环保安全领导小组，由他自己管。他督
促大家将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科技创新
举措，落实到公司设计、施工、生产、销售
全过程。他带头自主研发“从废弃的动植
物油中制备油酸和棕榈酸的方法” 等，获

得3项发明专利。目前，公司生产过程中所
产生的“三废”均按国家环保标准治理并
达标排放，没有形成二次污染。

陈玉成设在云溪工业园的公司自成
立以来，产品质量从未发生过“客户投诉”
“退货”事件。目前，公司已壮大成为中南
地区行业内产能最大、品种最齐、质量最
好的企业之一。公司产品销售覆盖全国27
个省、市、自治区，并打入了北美及东南亚
市场。

陈玉成坚守诚信，他先后创办的“昭
山油化”和“成成油化”，在20多年经营中，
从未发生过一起劳资纠纷，从不拖欠和漏
缴一分钱税款，在湘潭、岳阳两地没有一
条不良记录。

因为讲诚信，陈玉成在商海搏击中一
路“绿灯”，由小到大，投资一个项目成功
一个，新研发一个产品俏销一个。他还上
了“中国好人榜”， 被评为“诚实守信好
人”。

■点评
生产经营中讲究诚信，短期内很有可

能付出与得到不对等。 但从长期来看，只
有讲诚信，才能步稳行远 ，得到的回报也
会越来越多。陈玉成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
点。

其实， 诚信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也
是一个集体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生存
之基 。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 。社会需要诚
信，社会呼唤诚信 。随着市场经济规则与
社会信用体系不断完善，不讲诚信的成本
将越来越大，最终会寸步难行。

陈玉成 通讯员 摄

洞口九旬老人清扫村道16年
32人入选5月“湖南好人榜”

推动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知识产权运营
株洲高新区筹建“两个中心”

欢度
关公磨刀节

6月7日， 通道侗族自治
县坪坦乡中步村， 村民吹着
芦笙、 敲锣打鼓游寨， 欢度
当地侗家人古老节日———关
公磨刀节， 祈求平安和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强 摄影报道

清风拂三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