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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向15所民办高校
选派党委书记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孙敏坚 ）为进
一步加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 近日， 省委组织
部、省委教育工委从省卫生和计生委、长沙理工
大学选派15名同志，到长沙医学院、湖南信息
学院等15所民办高校担任党委书记。 今天上
午， 新任民办高校党委书记集体谈话会议在长
沙举行。

据了解， 湖南目前共有民办高校15所，在
校学生达13.5万人， 占全省高校在校生的
10.5%。2007年，我省在全国率先选派民办高校
党委书记，此前已选派28人。今年5月，省委组
织部、省委教育工委专门出台《湖南省向民办普
通高校选派党委书记的实施办法（试行）》，明确
既可从结对的省属公办高校党员干部中选派民
办高校党委书记， 也可从省直机关挑选熟悉党
建和教育工作的党员干部挂职担任民办高校党
委书记， 或从符合条件的优秀年轻厅处级后备
干部中提拔担任民办高校党委书记。 选派的党
委书记同时兼任政府督导专员， 任期一般为5
年；期间全职在学校工作，不参与原学校或单位
分工，不分管原学校或单位的具体工作。除党员
组织关系外， 行政关系、 工资关系和编制均不
转；除必要的工作经费外，不得在民办学校获取
薪酬和其他额外利益。

荩荩（下转3版①）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常德日报记者 蹇斯勇 魏仙耘 韩冬

6月20日晚，记者走进大山深处的省级
贫困村———石门县维新镇观峰山村。山村的
夜来得早，不到晚上8时，星星已挂上树梢。
村里亮着零零星星的灯火，偶尔传来几声犬
吠，显得格外宁静。

弯弯村道旁，有一栋整洁的平房，窗帘
上映着两个在灯下低头忙碌的身影。这里是
村民李明的家。循着光影走进去，见一老一
少在灯下飞针走线赶制布鞋。一头花白头发
的老人是李明的母亲李树菊，长着一双弯弯
笑眼的年轻女子是李明的妻子王艳。李明
5岁多的小女儿蓉蓉趴在沙发上安静地画
画。

村里干部说，婆媳俩白天劳作，晚上飞
针走线赶制手工布鞋，一年365个夜晚，几乎
夜夜都是这样过的。

李明一脸病容，看上去身体比较虚弱。
当天下午， 他才从县城医院做透析回来。
李明今年38岁，6年前患上了肾病综合征，
两年前转化成了尿毒症。 现在每周须做3
次透析。

制作手工布鞋，是李明母亲李树菊的祖
传手艺。去年初，李树菊做的布鞋被常德市
委扶贫工作队的同志带出了村，卖200元一
双，成了抢手货。

李明因病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母亲和妻
子白天忙农活，晚上就赶制布鞋，补贴家用。
去年卖鞋收入5000多元， 今年已卖3000多
元。 本来不会制作布鞋的王艳向婆婆学习，
现在成了婆婆的好帮手。

和众多勤劳的山村农民一样，患病前的
李明日子过得不错。 他和妻子在广州务工，
一年有15万元左右的收入。父母在家做些轻
闲农活、照顾小孩。更让李明满足的是，妻子
王艳温柔贤淑，当初是瞒着家人，从贵州黄
果树瀑布景区嫁给他的，令人艳羡。2011年
冬，噩运来袭。李明身体不适，经医院诊断为
肾病综合征。当时，儿子才4岁，女儿刚出生。
王艳陪着李明四处求医， 务工攒下的20多

万元积蓄很快所剩无几。
2011年，李明和王艳回到观峰山村。李

明执意要为家人建一栋“不漏雨不透风”的
新屋。拗不过李明的执着，一家子自己挑土、
搬砖，建了一栋有3间平房的新屋。

新屋建成了，而李明的肾病也变成了尿
毒症。不放弃治疗，不等不靠，李明一家人顽
强面对病魔。67岁的老父亲一个人守在大山
深处的老房子里，养牛、羊、猪、鸡，一年收入
5万元以上。64岁的老母亲种地、 忙家务，还
上山挖野生药材、用毛线钩织拖鞋，去年仅
卖菖蒲、艾草就收入近万元。

两年前，李明病情加重，住进了县城的
医院。王艳一人在县城扛着，白天在医院做
好三餐后，靠着病床小憩，晚上通宵到一个
砖厂做工， 每月2800元收入都用来给丈夫
治病。

去年初，常德市委帮扶工作队进驻观峰
山村， 因病返贫的李明一家得到精准帮扶。
治疗获得大病救助兜底，有了保障。养殖由
工作队帮忙筹资2万多元扩大规模， 今年李
明家养的羊由去年30多只增加到了60多
只。村里还安排王艳当护林员、保洁员，年收
入1万元。晚上，王艳帮着婆婆做鞋，工作队
帮忙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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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窗不屈的灯火

� � � � 6月20日晚，
石门县维新镇观
峰山村，王艳（右）
和婆婆李树菊挑
灯做鞋。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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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改革向
纵深挺进，科技日新月异，许多新情况新
变化新问题的不断涌现，为人大代表履行
职责、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提供了更大的空
间。我们要积极搭建平台，创造良好环境，
让代表委员敢讲话、讲真话，真正做到建
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监督监
在关键处， 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汇聚起丰沛
的智慧和强大的力量。

让代表委员敢讲话 、讲真话 ，各级党
委政府担负着首要责任。党委政府及相关
部门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多一
点换位思考， 更加重视和尊重代表委员，
充分发挥好代表委员的主体作用 ， 决不
能“剃头挑子一头热”。要看到，党委政府
对建议提案的办理多重视一分 ， 代表委
员建言献策的热情就会多提升一层 ；只

有多开展真诚而不敷衍的交流 ， 听得进
不同声音、容得下批评意见，代表委员才
愿意讲话 、敢讲话 、讲真话 ；只有把代表
委员履职建言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
才能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提供
有益参考。

广大代表委员也要进一步增强身份
意识 。大家头顶 “光环 ”，既是荣誉 ，更是
责任。人大代表来自人民，代表着全体人
民的利益和意志； 政协委员都是社会各

个阶层的精英 ， 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力量。 要时刻牢记自己所讲的每一
句话、提交的每一份建议和提案 ，都不是
为自己代言，更不是为个别小群体代言 ，
而是为身后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代言 。
对事关湖南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 ， 要积
极建言；针对教育、医疗、环保、食品安全
等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 ， 要敢于
发声。 尤其要多深入基层一线 、 改革一
线 、发展一线 ，加强调查研究 ，在立足全
局、掌握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少讲正确
的空话套话，多讲有棱角、有见地的真话
实话，帮助党委政府更好地解决问题 、改
进工作。

黄小兵报道
引起强烈反响

蓝山干部群众争相表示向他学习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记者 邹仪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先志）6月21日，湖南日报头版刊发
长篇报道《为了湘江源的安宁———追记蓝山
县委原常委、 县委政法委原书记黄小兵》，在
蓝山县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大家争相
表示要向黄小兵学习，做好本职工作，更好服
务群众。

黄小兵殉职以来，湖南日报从2月21日起，
先后推出了6篇报道。永州市委、蓝山县委先后
发文，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黄小兵对党忠诚、
信念坚定的政治品格，爱岗敬业、善作善成的职
业操守，恪尽职守、一心为民的公仆情怀。蓝山
县还举行了黄小兵先进事迹报告会。

6月21日， 蓝山县干部群众阅读湖南日报
的报道后，心灵再次受到震撼。不少人将报道转
发到微信朋友圈，还写上自己的感受。蓝山县公
安局城南派出所所长雷纯彪写道：“和您在一
起，我体会了什么叫正直；和您在一起，我体会
了什么叫忠诚。您没有走远，您就在我身边，我
们警营战友将继续努力，干好您未竟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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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百日经贸计划”
初期成果在湘落地

5月湖南农产品
进出口增长96%

美国取代香港
成为我省最大农产品进出口对象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通讯员 黄勇华 记者
彭雅惠）今天，长沙海关发布消息，5月，我省农
产品进出口涨势明显，外贸总值11.6亿元，同比
增长96%，创下今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5月，我省对美国进出口农产品近2.5亿元，
同比增长3.2倍， 占全省农产品进出口总额的
21.9%。超过长期雄踞首位的香港，美国首次成
为我省最大农产品进出口对象。

据长沙海关介绍，这标志着中美“百日经贸
计划”初期成果已在湘落地。为实现中美贸易平
衡， 美国加大向中国出口。5月我省对美农产品
贸易中，我省出口仅4964.3万元，同比增幅不到
三成；而进口暴涨了8.2倍，达到2亿元。

从具体产品来看， 盘踞我省进口额首位达
数月之久的木薯淀粉， 因美国大豆进口猛增而
被取代。统计显示，5月全省进口大豆1.27万吨，
货值1.8亿元，全部进口自美国。长沙海关分析，

“百日经贸计划”达成后，国家商务部表示将增
加美国的大豆、棉花等农产品进口。

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起我国明确取消油脂
加工外资准入限制，大豆进口增值税从7月1日
起也将从13%下调至11%， 预计下半年我省从
美国进口大豆仍将保持迅速增长态势。

出口方面，我省传统农产品出口“冠军”猪
肉及其制品跌下首位， 被卷烟以出口7182.8万
元、同比增长20.3倍的成绩替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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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代表委员敢讲话讲真话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 （白培生 颜石敦
李平松）“我们将每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五，作
为各级党组织的‘主题党日’，使党员教育管
理成为常态。” 近日，宜章县委常委、组织部
长首弟阳介绍，“主题党日”是推动组织生活
正常化的重要载体，通过经常性开展党性教
育、业务培训、民主议事等，全县各级党组织
的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

今年初，全省组织部长会议提出，要探
索推行基层“五化”治理机制，即支部建设
标准化、 组织生活正常化、 管理服务精细

化、工作制度体系化、阵地建设规范化。郴
州市委高度重视，将“五化”建设作为筑牢
基层堡垒的重要抓手， 着力解决基层党组
织制度虚化、基础工作欠规范、服务不优等
问题。

郴州市委组织部深入基层调研，精准编
制“任务书”。他们把全市基层党组织分为农
村、社区、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非公有
制经济组织、 社会组织、 普通高校等7种类
型，分别编发“‘五化’建设操作手册”，并将
“五化”建设分别细化为5大类20多项100多

条具体内容， 对每项具体任务进行量化，便
于基层党组织对标操作。

同时，郴州市绘好“五化”建设“路线
图”。在交通要道沿线、中心城区、产业园区
等处，选择500个基础较好的党组织，作为
“五化”建设示范点进行重点建设，并筛选
了1000个党建基础薄弱、问题较多的基层
党组织，作为“五化”建设突破点进行集中
攻坚。通过抓两头带中间，力争用一年半左
右时间， 逐步实现全市基层党组织全面进
步、全面达标。他们还层层压实责任，全面

打响“五化”建设“攻坚战”。市县两级将
500个示范点和1000个攻坚点入图上墙，
挂图作战、精准调度，强力推动“五化”建设
落地落实。

据介绍，通过深入实施“五化”建设，郴
州市基层党组织尽责履职、带动致富、为民
服务等能力明显提升。仅在支部建设标准化
方面， 今年该市村级党组织换届就有1464
名“在外能人”回村任职，换届后班子成员平
均年龄由42.8岁下降至40.8岁，大专以上学
历由占总数的15%提升到30.3%。

编“任务书” 绘“路线图” 打“攻坚战”

郴州筑牢基层堡垒

运煤专线蒙华铁路
最长隧道贯通

6月21日，蒙华铁路连云山隧道
全线贯通。 由中铁二局集团二公司
承建的连云山隧道位于我省浏阳市
境内，隧道全长10.7公里，是蒙华铁
路全线最长的单洞单线隧道。 蒙华
铁路是国内运煤专线———蒙西到华
中煤运铁路， 北起内蒙古浩勒报吉
站，终点是江西省吉安站，线路全长
1800多公里,计划2020年建成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何政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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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将迎哪些利好

高举巡视利剑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十八届中央巡视回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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