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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经论市

陈淦璋

在 “老长沙 ”的记忆中 ，圭塘
河是一条清流， 也是沿线居民最
直接的生活水源。

在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 ，这
条长沙中心城区最长的城市内河
“不堪重负”，成了污染严重的“龙
须沟”。

经过努力改造， 眼下的圭塘
河 “华丽转身 ”为滨水风光带 ，吸
引大批品牌楼盘入驻， 也成为全
省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现场会
的考察样板。

原来， 补齐 “生态账”“民生
账”，同样算得好“经济账”。

道理不难懂， 圭塘河两岸是
繁华城区， 正如李嘉诚的著名论
断,“决定房地产价值的因素，第一
是地段，第二是地段，第三还是地
段”。我省这次排查出的13个地级
城市170个黑臭水体，也有不少处
在中心城区。不治理，就是城市的
“疮疤”；整治好，就是寸土寸金的
滨水宝地。

同样 ， 国人买房向来热衷
“城有水则秀 、居有水则灵 ”。君
不见 ，不少楼盘本不临水 ，都要

挖 个 水 塘 出 来 号 称 “ 滨 水 豪
宅 ”；如果把黑臭水体改造成充
满生机 、 自 然 美 观 的 溪 流 、河
湖 ， 这样的绿水青山自然就是
金山银山 。

诚然， 城市黑臭水体整治投
入很大， 对地方政府来说压力不
小。但新形势下，从中央到省里都
高度重视， 整治工作必须强力推
进。 省财政今明两年拿出了数亿
元资金， 用于湘江流域黑臭水体
治理、 污水处理厂提标和存量垃
圾场整治。

金融领域也有强力支持 。住
建部门联合水利部门积极协调 ，
已经将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纳入了
农发行补充抵押贷款支持范围 ，
年贷款利率低至3.8%， 贷款期限
长达20年，资金成本可控。

吸引社会投资亦有空间 。常
德下大力气整治城市黑臭水体 ，
护城河（老西门）从一个脏乱差的
老旧小区蜕变成新的文化旅游街
区， 穿紫河生态治理推动了沿线
商业地产的升值，带动了旅游、商
贸等相关产业。

下大力气整治黑臭水体 ，重
塑城市生命之河，值得期许。

治理“龙须沟”，
投入虽大回报丰厚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雨涨池塘，阴生半夏；惊雷飞电，
流云彩虹；虫鸣处处，夏木森森。21日，
夏至。一切均壮大繁盛到极致。木槿是
此时最为灿烂的夏花，或三五成林，或
被扎为槿篱，并无矜贵身份，然而色若
朝霞，光彩照人，且可入馔食用。

春花结子，木槿始荣
炎陵县的国道两边，沿路都是卖

桃子的果农，黄桃、白桃、水蜜桃，垒
成小小的山，细细的茸毛，薄薄的皮，
桃尖一抹诱人浅红， 旁边一般还摆
有杨梅，连枝带叶，红艳硕大，令人
垂涎。

从缤纷的花到繁盛的果，山林也
在成长，叶底青涩的小果藏在叶背后，

小而动人。构树的果实红了，有如桑
葚；杜鹃的绚烂招摇已过，此刻步入
潜心成熟的季节， 花开过的地方，结
出形似小辣椒的青绿荚果。

“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
荣。”木槿于夏至时开得正好，或亭亭
而立，或连绵成片，若染朝霞之色，美
得不同凡俗，自古便被用来歌咏美女。
《诗经 魏风》：“有女同车， 颜如舜华。”
舜华便是木槿，朝开暮落，瞬间荣华。
李白有诗称：“园花笑芳年， 池草艳春
色。犹不如槿花，婵娟玉阶侧。”

湘东南用木槿花做菜颇为普遍，
桂东的做法是清炒，淡粉丰腴的花朵
半开，拌以盐油味精，堆积在大碗里，
入口鲜滑，竟然有种荤腥感，不是想
象中的清爽落英。 据说此菜清热利
湿、排毒养颜，还可降血压。

行云带虹，星夜流萤
“日北至，日长之至，日影短至，

故曰夏至。”夏至，万物至于此，假大
而极至。物极则必反，阳极而阴生，因
此谓“夏至一阴生”。“昼晷已云极，宵
漏自此长”，夏至这一日，北半球白昼
达到最长，之后太阳直射点从北回归
线缓慢南移，夜将慢慢变长。

不过，夏至并非一年中最热的时
候， 由于地面接收热量的积累效应，
天气还要继续热下去， 到1个月后的

“大暑”才热到顶点。眼下湖南的天气
也颇为清凉，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雨
水仍将陪伴着夏至节气。

夏至也是湖南一年中雨量较大
的节气之一，《荆楚岁时记》 中记有：

“六月必有三时雨， 田家以为甘泽。”

夏至期间气温较高，日照充足，植物
生长旺盛， 长江中下游进入梅雨季
节，雨水丰沛，有利于作物生长。

夏至时节地面热度高、空气对流
强烈，最容易出现雷电、冰雹等强对
流天气。 唐人元稹诗称：“处处闻蝉
响， 须知五月中……过雨频飞电，行
云屡带虹。” 正是夏至强对流天气的
写照。

夏至到来后，夜空星象也逐渐变
成夏季星空，从东北到西南，横亘着
璀璨的银河，是四季中最迷人最绚烂
的星空。夜里走在池塘农田边，也常
常能遇到萤火虫了。

行云带虹、星夜流萤，夏至的美
是壮丽又幽深的。

夏至：风满水涨，果熟花荣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6月21日，省直单位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简称“省直公积金中
心”）组织召开部分合作项目开发
商代表座谈会，就简化业务流程、
压缩审批时限、 创新业务品种等
内容展开沟通交流， 共同谋划为
缴存职工购房贷款进一步创造便
利条件。

省直公积金中心负责全省
3000多家缴存单位、41万多职工
的住房公积金管理。 截至5月底，
该中心今年以来共归集住房公积
金27.21亿元，支取16.3亿元，发放
个人住房贷款3372笔15.1亿元。
累计归集额突破400亿元， 共为8
万多缴存职工家庭发放公积金贷
款235.86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率
为80.5%。

为开发商解困，
加快业务办理

在常规的公积金贷款业务
中，根据央行规定和行业惯例，公
积金贷款必须落实抵押登记才能
发放。

然而，自去年下半年开始，受
市场升温和不动产登记制度改革
影响， 长沙市按揭贷款房产的抵
押登记速度大幅减慢， 严重制约
公积金放款速度， 也影响了开发
商的资金需求。

省直公积金中心主任汪涛介
绍， 为解决合作项目开发商的实
际困难， 进一步向公积金缴存职
工购房贷款提供便利， 加快公积
金贷款业务办理速度， 提高开发
商资金运行效率， 该中心联合湘
诚融资担保公司创新推出了一手
房阶段性担保业务。据悉，通过对
公积金贷款发放流程进行再优

化， 预计可为开发商资金周转节
约时间1个多月以上。

“让信息多跑路、
职工少跑腿”

今年，省直公积金中心将公
积金管理信息系统提档升级列
为年度重点工作之一。4.0版新
业务系统将囊括公积金归集、提
取、贷款、财务等业务领域，打造
网上大厅、手机APP、微信、短信
等全方位的综合服务平台，直接
面向职工、单位、开发商等客户
群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质
的服务。

“让信息多跑路、 职工少跑
腿。”省直公积金中心介绍，为了
让广大客户足不出户就可远程办
理公积金相关业务，4.0版新业务
系统已经进入最后的系统测试阶
段，预计今年10月可以上线。

创新贷款品种，
力推组合贷款

目前， 省直公积金的基准贷
款利率为：1至5年，年利率2.75%；
6至30年，年利率3.25%。如办理一
笔30年60万元的住房公积金贷
款， 相比商业银行贷款可节省利
息支出约20万元。

不过，随着长沙房价攀高，省
直公积金贷款最高60万元的额度
已难以满足部分职工的需求，对
有改善型购房需求的职工， 体现
尤为明显。

省直公积金中心透露， 下一
步将着力推行组合贷款业务。根
据借款人需求， 将住房公积金贷
款与商业银行贷款按照一定的资
金组合比例， 执行不同的贷款利
率， 向符合条件的职工发放用于
购买自住房的政策性贷款。

易鹏飞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最牵挂
的还是困难群众。”精准扶贫、脱贫攻
坚既需要强化各级党政负责人的领
导责任 、帮扶责任 ，也需要强化贫困
群众通过自身发展摆脱贫困的主体
意识。

怎样把习总书记的牵挂传递到
贫困群众，从而激发其将感恩之情转
化为“我要脱贫”的强烈意识？值得深
思和重视。5月25日至26日， 我随机抽
取苏仙区、安仁县、桂东县部分乡村，
不打招呼、不做方案、不设路线，进村
入户走访调研，既为了掌握更多实际
情况，也将总书记的牵挂传递给贫困
群众。

这次抽取的3个区县中， 既有罗
霄山片区贫困县， 也有非贫困县，比
较具有代表性。5月25日上午，我首先
到了非贫困县苏仙区，随机抽取了两
个村。一个是位于市郊的许家洞镇大
禾村。扶贫不能忽视城市“眼皮”底下
的农村 。从面上情况看 ，大禾村因为
处于城郊 ，群众务工方便 ，脱贫基础
较好。 但在村部查看扶贫档案时，一
位36岁的村民体无残疾、正当壮年也
是贫困户 。询问得知 ，他致贫的原因
是家中有两位卧病老人 ， 生活负担
重 。我叮嘱村里的同志 ，精准识别是
精准扶贫的关键，一定要做到百分之

百精准识别，“应进全进、应退尽退”。
另一个是栖凤渡镇新民村。进村

走访贫困户曹和明， 我们促膝而谈，
谈家中事 、算收支账 。老曹家有7人 ，
儿子媳妇在城里打工， 加上种稻谷、
养鸡鸭，全家年收入有4万多元。从收
入算，已超过贫困线，但家中有个5岁
的孙儿患先天性心脏病，治疗需要不
少钱。我说，精准脱贫既要算收入账，
又要算支出账，还要算当前账和长远
账。老曹家的4万多元是不是纯收入？
会不会因病返贫 ？ 这些因素都要考
虑 。如果简单地以总收入定 “摘帽 ”，
这是不精准的， 也是不负责任的。临
走时，我用脚步测量了一下老曹家的
住房面积 ，大约有60平方米 。我对老
曹说，你们家还没达到“两不愁、三保
障”标准呢，现在贫困户拆老房、建新
房有补贴，可以考虑把老房拆了建新
房 。老曹高兴地说 ，镇村干部和工作
队正在帮他想办法，争取早日动工。

在赶往安仁县的路上 ， 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语在我脑海里萦绕 ：“他
们的生活存在困难， 我感到揪心；他
们生活每好一点，我都感到高兴。”我
想 ， 脱贫攻坚是检验各级领导干部
“四个意识 ”、政绩观 、能力水平和意
志定力的试金石。作为地方党委主要
负责人，要真正在思想认识上向党中
央看齐 、向总书记看齐 ，不折不扣把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贯彻好、 落实好，

让困难群众切实感受到党的关怀和
总书记的牵挂。

2个多小时后抵达安仁县， 我随
机走访了华王乡大塘村、牌楼乡团结
村 、永乐江镇大石村 、龙市乡金子盆
村、 渡口乡石冲村等村的贫困群众，
也抽查了当地党委政府 、 基层党组
织、帮扶工作队的扶贫工作。一路走，
一路看 ，一路问 ，既有喜 ，也有忧 。喜
的是 ，通过脱贫攻坚 ，老百姓的获得
感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作风进一步
转变，党政形象、党群关系不断改善；
忧的是， 一些扶贫工作还存在不实、
不准 、不深入的问题 ，一些群众的贫
困程度还比较深 ， 脱贫任务还很艰
巨。

在大塘村贫困户张志虎家，我问
他母亲，你们家里享受了哪些社保政
策 ？老人家摇摇头 ，说除了小孩读书
不要钱外 ，其他的不太了解 。再问村
干部， 当前有哪些产业扶贫政策，他
们也答不完整。 我当即严肃指出，贫
困群众对扶贫政策还很陌生，这说明
我们的一些工作还浮在上面，没有真
正沉下去。“沉下去” 不能搞形式、做
表面文章 ，既要因户因人施策 ，落实
帮扶措施，也要宣传好精准扶贫的方
针政策，让贫困群众感受到党和政府
的温暖。

离开安仁时已是5月26日中午，我
们驱车近3个小时， 赶到桂东县沤江

镇沤菜村 ，这是我新增的 “非扶贫重
点村 ”联系点 。在69岁的贫困户周之
初家， 见到了老人的儿子周敬雄。小
周性格内向， 和我们交流并不顺畅。
我告诉他，你们是习总书记最牵挂的
人，党和政府不会让一个困难群众掉
队。他的眼里，流露出感动的神情。听
了我们的扶贫政策讲解， 周敬雄说：
“易书记，明年我要多种几亩黄桃，争
取多赚些钱。”

晚饭后打着手电筒到沤菜村大
屋组走访。贫困户罗显奇对我们夜访
深感意外 ，连声说 ：“感谢党 、感谢政
府！”这让我们十分感动。

回到县城的酒店已是晚上10时
多，尽管有些疲惫，但心情难以平静。
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 ：“要坚持开
发式扶贫方针，把发展作为解决贫困
的根本途径 ，既扶贫又扶志 ，调动扶
贫对象的积极性， 提高其发展能力，
发挥其主体作用。” 各级党委政府在
担当起脱贫攻坚全面责任的同时，一
方面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打造一
支 “永远不撤的工作队 ”；另一方面 ，
要当好扶贫政策的宣传员，把习总书记
的牵挂传递到每一户贫困群众，激发
群众脱贫致富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
力，迸发出“我要脱贫”的强大热情与
能量，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

（作者系郴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

市州委书记扶贫手记

省直公积金中心创新为民服务举措

公积金贷款再提速

把总书记的牵挂传递到贫困群众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徐春光）“作为基层党组织书
记，要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
有责、心中有戒！”今天，在岳阳市村
（社区） 党组织书记任职培训班上，岳
阳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
雄语重心长地说，“这既是一次讲课，

也是我作为一名有30多年党龄的老党
员与大家交流如何当书记的体会。”

今年，岳阳市委着力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扎实
开展“党支部建设年”工作，突出抓好
基层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 在全市村
级换届中，1806名村（社区）党组织带

头人脱颖而出。换届一结束，市委组织
部就组织全市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到
市委党校进行一次履职能力培训。

此次培训将从6月中旬持续到7
月初，共分5期，每期3天。培训设置了
党性教育、廉洁自律、党建实务、社区
治理、扶贫攻坚、美丽乡村建设等专
题课， 还安排1天现场观摩农村基层
党建、集中建房、环境整治和移风易
俗等。

� � � �湖南日报6月21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曹茜） 今天上午， 长沙青年

“新丝路” 论坛暨长沙青年企业家协
会第五次大会召开，会上宣布将搭建
“新丝路”跨境贸易综合服务平台、产
品推广平台、金融服务平台，促进青
年走出去创业。

论坛以“‘一带一路’中长沙青年
的发展机遇和责任”为主题，发布了
长沙青年“新丝路”行动计划信息。与
会代表阐述思想、分享经验，共同为
长沙扩大开放献计献策。

据了解，去年下半年，共青团长沙
市委、市青联、市青年企协、市农创联

联合推出长沙青年“新丝路”行动计
划，通过搭建金融服务等平台，为长
沙创业青年产品和项目出海铺路子、
出点子，帮助解决企业出海面临的资
金、市场推广、物流等难题。下一步，
共青团长沙市委还将按照计划，开展
“新丝路”领军人才培训、筹建长沙青
年“新丝路”创业空间等，吸引更多青
年加入“新丝路”行动计划，鼓励更多
中小企业走出国门。

岳阳新任村级党组织书记“淬火”

长沙搭平台促青年走出去创业

夏至农事忙
6月21日， 龙山县

石羔街道干比社区，村
民在稻田里除草。当天
是农历夏至节气，农作
物管理进入繁忙时节。
曾祥辉 彭杰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