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戴帅汝）雨水渐渐多了起来。预计未
来一周，我省雨日较多，气温起伏，早晚气
温较低，6日前后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

暑热退去，天气凉快了不少，最近5天，
全省日平均气温都只有24至25摄氏度左
右。 不过天气的转凉并不意味着秋天的
到来，按照气候学标准，连续5天日平均
气温稳定降到22摄氏度以下才是秋季的
开始。

省气象台预计， 未来一周省内雨日
较多，气温有起伏，且南高于北，6日前后
有一次较强冷空气过程。 主要降水过程
是4日晚至5日，受台风“玛娃”外围云系
影响，湘东南局部有大到暴雨；5日晚至6日
白天，湘西、湘北有小到中雨，湘西局部
暴雨。 近期雨天较多，气象专家提醒，需
关注降雨对交通的不利影响，谨慎驾驶；
另外还需防范局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
洪及地质灾害。

雨水渐多气温起伏
湖南目前尚未入秋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栋

“新修改的《巡视工作条例》，突出强调巡
视干部对党忠诚。 我认为，对党忠诚就要个人
干净，就要敢于担当，要敢啃‘硬骨头’、敢捅
‘马蜂窝’、敢于‘拼刺刀’。 ”近日，省委第十巡
视组组长郭树人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

从事巡视工作三年来， 因常年连轴转、敢
亮剑、勇担当，郭树人被称为“郭铁人”。 他介
绍，2015年3月， 带领第七巡视组来到永州，中
心城区103个小区违法违纪违规开发问题是个
难啃的“硬骨头”。 巡视中，巡视组支持公安机
关依法依规对违法开发商刑拘29人，追缴偷逃
税款1.79亿元。

“当时，求情的、威胁的接踵而至，我几次
接到‘晚上小心招车祸’的恐吓电话，我都一笑
了之。 ”郭树人笑着说。

2015年7月，在邵阳市巡视期间，一位老同
志找到郭树人：“我们这有个‘马蜂窝’，你敢捅
吗？ ”原来，该市有近万名党员干部在重点项目
指挥部兼职取酬、违规领取各种补贴。“当时，
我斩钉截铁回答：再大的‘马蜂窝’也要捅下
来。 ”郭树人告诉记者，在巡视组强有力的督办
下， 邵阳市10天之内对全市449个重点项目指
挥部等进行排查， 全市7000多名党员干部自
查自纠，清退近几年在重点工程指挥部违规领
取的各类补贴、奖金上亿元，5名党员领导干部
被立案查处。

“今年4月上旬至5月下旬，省委对2家省属
企业首次开展‘机动式’巡视，我受命担任组
长。‘机动式’巡视更要敢于‘拼刺刀’，更要精
准发力、直击要害。 ”郭树人说。

他介绍， 针对高新创投集团存在的问题，
巡视组着力从“钱到哪儿去了” 查起， 从亏
损严重的项目查起， 从收益高的好项目股权

转让查起， 从与私企老板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查起， 发现了原董事长黄明、 副总裁向才柏
等多个重要问题线索。 在现代投资公司， 巡
视组从公司主要负责人不讲政治、 不懂规矩，
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查起， 从
公司违规经营、 违规操作借贷， 造成巨额损
失的问题查起， 从群众反映强烈的工程项目
问题查起， 窥斑见豹， 深挖根源， 锁定了原
董事长宋伟杰等人重要问题线索。 最终， 黄
明、 宋伟杰等多名企业领导人员接受组织审
查， “机动式” 巡视实现“首战告捷”， 受到
省委领导的高度肯定。

“搞巡视工作就要敢于担当，要豁得出去，
如果患得患失，前怕狼、后怕虎，还搞什么巡
视？ ”郭树人告诉记者，巡视是党之利剑、国之
利器，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的
作用越彰显、震慑作用越大，就越要求巡视干
部要忠诚干净担当。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皮艳玲 丁金平 ） 今天上午，
《老兵印像》 ———湖南抗战老兵手印捐
赠仪式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举行， 1209份
抗战老兵手印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受降纪念馆永久珍藏。 省政协副主席、
九三学社湖南省委主委张大方出席。

此次活动由九三学社湖南省委、 湖
南老兵之家联合湖南省摄影家协会主
办， 旨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和
九三学社创建72周年。

湖南是目前全国所有省、 市、 区中
健存老兵最多的省份。 2016年9月3日，
主办方启动“老兵留影， 英雄拓印” 为
主题的 《老兵印像》 公益项目， 为省内
健存的每一位抗战老兵制作永久性手
模、 摄下身影。

一年来， 九三学社湖南省各级组织

和社员， 湖南老兵之家的广大志愿者和
湖南省摄影家协会的会员， 克服重重困
难， 完成1207名抗战老兵的手印拓片和
影像采集工作。 捐赠仪式现场， 志愿者
为吴庭海、 周友元两位抗战老兵采集手
印， 为“老兵留影， 英雄拓印” 活动资
料采集工作画上圆满句号。

捐赠仪式上， 主办方将1209份湖南
抗战老兵手印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受降纪念馆， 填充了湖南抗战老兵资料
库空白。 令人悲痛的是， 有些老兵在拓
印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怀化采集了131
份抗战老兵手印， 到活动日时其中的6
位老兵已经与世长辞。

据悉， 本次捐赠活动结束之后， 主
办方还会将采集到的抗战老兵手印真迹
捐赠给四川建川博物馆和南京中国抗战
博物馆。

为老兵留影 为英雄拓印
1209份抗战老兵手印捐赠芷江受降纪念馆，
张大方出席

� � � � � 9月2日，冷水江市三友农庄，情侣们在采摘新鲜水果。 当天，“快美湖南”系列旅
游活动在高铁长沙南站启动，20对情侣乘高铁来到冷水江旅游。 傅聪 摄

� � � � 湖南日报9月3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韬）9月2日，“快美湖南” 系列
旅游活动在高铁长沙南站启动， 从全国
近千名报名者中选出的20对情侣与湖南
著名主持人马可一起乘高铁同游活动首
站冷水江。

此次活动由娄底市主办。“快美湖南”
系列活动首发路线“热吻冷江”，串联了冷

水江独特的“奇洞、傩戏、牛席、高山碧水”
旅游资源。冷水江市区距离高铁邵阳北站
仅半小时车程，非常适合快旅慢游。

据介绍，“快美湖南” 系列活动将以
湖南18个高铁站点为起点， 通过沿线景
区观光、特色民俗体验、小型音乐节、方
言演唱会、 舌尖美食文化等形式， 打造
“高铁+旅游”的旅游新模式。

乘高铁 游湖南
“快美湖南” 系列旅游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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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本报刊发 《雁城涅槃———看
衡阳如何重构山清水秀政治生态》 的报
道。 文章中提到， 衡阳市农机局原局长
侯明星， 为人老实 ， 工作业绩较突出 ，
在正处级岗位上一干就是21年 。 换届
时， 侯明星 “意外” 当选衡阳市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 这样的结果， 连他自己都
直呼 “想不到”。

“21年后被提拔 ”， 说明冷门部门
不会成为组织遗忘的角落。 政府部门众
多 ， 一些部门属于强势部门 、 热门部
门、 资源优势部门， 相应的部门人员提
拔机会多且快。 按照以往经验推测， 衡
阳市农机局属于冷门部门， 侯明星也没
有在热门岗位历练过， 他的学习、 工作
经历都围绕着 “农” 字， 可以说履历上
处于劣势。 但是， 组织部门不看岗位冷
热， 只看实绩大小。 侯明星在冷门岗位
上做出大成绩， 照样被重用提拔， 这传
递出选人用人的好风气。

“21年后被提拔 ”， 说明了干部必
须走正道。 侯明星长年在田间地头调研

考察、 指导农民生产， 几乎每月都会下
乡， 还带领机关干部下乡， 帮农民干农
活。 他把 “互联网+”、 无人机等高科技
知识， 推广到农业生产中。 2016年， 衡
阳市农机综合工作在全省排名第一， 八
项农机单项工作全部被评为先进， 其中
有五项为全省第一。 群众看在眼里， 组
织记在心上， 如此好干部， 当然会被提
拔。

“21年后被提拔 ”， 这是反射跑官
买官者的一面明镜。 衡南县原县长邹小
敏、 常务副县长申伟亮心思不在本职工
作上， 而是多次行贿衡阳前市委书记李
亿龙， 最终身陷囹圄， 接受党纪国法的
严厉制裁。 而侯明星兢兢业业、 德才兼
备， 终于 “未花一分钱 、 未请一顿客 ，
等到了出头之日”。

如果把用干部当成一面镜子， 这面
镜子便映照出相关责任人的政治品质和
思想作风 。 一方面拔掉 “山头 ”、 严管
“圈子”、 惩治腐败， 一方面让侯明星等
职当其位 ， 这是清醒之为 、 明智之举 ，
见证的是党性原则 ， 体现的是道德良
心。

三湘时评

“21年后被提拔”说明了什么

搞巡视工作就要敢啃“硬骨头”
———专访省委第十巡视组组长郭树人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彭萍 彭璐

连日来，6集大型政论专题片《大国外交》
通过中央电视台及融媒体平台播出，引发我省
社会各界的观看热潮和热烈反响。“厉害了，我
的国！ ”大家纷纷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
盛，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普通群众看在眼里，满满的都是爱国主义情怀
和民族自豪感。

这几天，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的张家界
姑娘吴筱筱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视频
网站收看《大国外交》。“祖国的日益强大，就是
我们海外学子最大的骄傲与自豪。 ”吴筱筱说，
现在身边有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关注中国的
发展，她把这部专题片“推销”给了许多美国、
日本、韩国同学，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这部专题
片了解一个真实、自信、开放、爱好和平的中
国。

“5年、出访28次、飞行57万公里、累计193
天、 足迹遍及五大洲、56个国家以及主要国际
和区域组织。 ”习近平总书记的出访数字让自
诩为“空中飞人”的湖南华天国际旅行社导游
莫多也为之赞叹：“总书记的出访足迹跨越万
里，外交魅力辐射全球。 ”莫多说，在总书记的
牵线搭桥下，摩洛哥免签、斐济免签、英国简化
签证……中国人的出国游越来越方便。“世界
那么大， 我们随时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 ”

一本中国护照，能助你走向世界，也能护
你平安回家。长沙市望城区广播电视台记者曾
颖从专题片里读出了浓浓的国家自豪感：“从
也门撤侨到亚丁湾护航，从湄公河联合执法到
往意大利派驻中国公安，我们的大国外交始终
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摆在最高位置，让人民
时时刻刻感受到祖国就在身边。 所以，不管我
们走得多远都不曾担心，因为我们身后，是强
大的祖国。 ”

“当有的人离开时，中国医疗队正向最危
险的地方飞奔而去。 ”专题片第三集《中流击
水》中的这句解说词，让正在塞拉利昂执行医
疗援助任务的省肿瘤医院中西结合科医生谢
伟彬深有同感。

8月14日凌晨，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及周
边发生大规模洪水和泥石流灾害， 导致400人
死亡、600余人失踪，3000余人无家可归。 20多
个小时后，谢伟彬和他的同事们就拎着常用药
品、器械和防护服等，到达受洪水围困的灾区，
执行国际人道主义医疗救援任务。负责当地救
灾的总指挥波斯上校冲谢伟彬竖起大拇指：
“中国援塞医疗队神速！ 我们当地救援医疗队
还没赶来，中国医生就开始给病人看病了！ ”

“抗击埃博拉 、索马里营救 、联合国维
和……中国展现的是一个大国应有的责任与
担当。 ”谢伟彬说，中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世
界带来温度、带来希望，也必将赢得世界各国
人民的尊重和点赞。

满满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
———————我省社会各界热议《大国外交》(下篇)

编者按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修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的决定》，并全文发布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
例》。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新修改的《巡视工作条例》，更好地发挥巡视利剑作用，湖南日报从即日起推出专栏《贯彻新〈条例〉，
巡视再出发》，为巡视工作深入开展营造良好氛围，以实际成效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9月3日，美丽的鹭岛厦门迎来了举世瞩目
的金砖国家峰会。 当天，湖南长株潭绿心区域
生态综合治理项目获得新开发银行20亿元人
民币主权项目融资贷款。

这是迄今为止，湖南利用国外贷款金额最
大的一个项目； 也是新开发银行批复的4个中
国项目中，唯一一个跨市区合作项目。 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行长卡马特称该项目为新开发
银行的示范项目，为其他国家申请项目提供了
参考样本。

“金砖银行”项目为何花落湖南？将给湖南
带来什么？湖南项目团队对此在厦门接受了湖
南日报记者采访。

实施“山清水绿”式环境治理
可持续发展主题契合“金砖银行”愿景

“湖南第一次申请便获得金砖银行项目，
得益于这个项目极好地契合了新开发银行的
发展愿景。 ”省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工委委员、管
委会副主任周上游介绍，长株潭绿心项目是我
省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标志项目，与新开发银
行支持方向完全吻合。

作为首个由新兴市场国家自主成立并主
导的国际多边开发银行，新开发银行自2015年7月
运营以来，已累计支持了11个项目。其中，中国
4个、印度3个、俄罗斯2个，南非和巴西各1个。

这11个项目折射出新开发银行的贷款理
念：为成员国基础设施建设和可持续发展项目
调动资源。

据新开发银行副行长祝宪介绍，新开发银
行贷款项目竞争较激烈，5个成员国申请的基
础设施项目很多，但新开发银行希望能尽量着
眼于绿色项目，同时还要有新意、有示范效应
的项目。

长株潭绿心项目从一众申报项目中脱颖
而出。

长株潭生态绿心是直接关乎长株潭3市
1200万城乡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天然“大氧
吧”。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把绿心保护作为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改革建设的核心、全省生态
文明建设的标杆，不断改善提升绿心地区环境
品质。 今年以来，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的大力
支持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多位高级官员来
湘考察，积极推进了该项目实施。

“申报实施该项目，不仅十分必要，还对于
积极主动保护生态绿心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周上游介绍，新开发银行批复的4个中
国项目中，长株潭绿心项目是唯一一个跨市区
的合作项目，不仅是生态建设项目，也是民生
改善项目；此外，跨区域环境同治、生态共建的
一体化建设机制具有创新、示范效应，将向成
员国提供新的合作样本。

根据签约协议，长株潭绿心项目将通过对
区域内湘江一级支流、部分小流域以及沿岸实
施“山清水绿”式的环境综合治理，从根本上解
决绿心地区生态环境污染、防洪基础设施建设
落后等问题， 有效改善湘江干流和支流水质，
推动该地区长期可持续发展，在全国乃至发展
中国家形成示范效应。

项目从启动到签约仅8个月
开辟了我省国际金融合作新渠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省开始利用国际

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截至今年6月，我省
已获国外贷赠款项目153个，贷赠款总额57.03
亿美元。 其中，世行、亚行等5个国际金融组织
贷款赠款项目78个，贷款总额32.45亿美元。

而此次牵手“金砖银行”，还是湖南的头一
次。

“这为我省开辟了新的国际金融合作渠
道，将积极助推我省开放崛起战略实施。 ”省财

政厅外经处处长邱望梅说，相比其他国际金融
机构，湖南申报新开发银行的项目支持更具优
势。

在贷款方面，新开发银行正不断增加投资
项目的数量和规模。 目前，已累计贷款金额达
30亿美元，项目涵盖金砖5国。

邱望梅说：“此次湖南获批的项目贷款金
额达20亿元，这是迄今为止，湖南国外贷款项
目最大的一笔。 ”

高效运行是新开发银行的另一大优势。翻
开此次签约的长株潭绿心区域生态综合治理
项目进度表，记者发现，从项目启动到正式签
约，仅用了8个月时间。

“新开发银行在不断提高项目评估和审批
效率，并加强后期项目落地的监管。 ”邱望梅介
绍，相比其他开发性机构，新开发银行建立了
精简的组织架构和高效的业务流程，项目落地
更快。

邱望梅介绍，目前我省引进的国外贷款主
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农林水和医疗教育等
领域，国外贷款项目的实施，不仅弥补了财政
投入不足，改善了民生福祉，还引进了先进理
念和管理制度，培养锻炼了具有国际视野的金
融人才。 此次“金砖银行”项目花落湖南，将为
湖南今后开展更高层次国际财经交流合作，增
进世界对湖南的了解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湖南日报厦门9月3日电）

� � �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累计批复中国项目4个。湖南占据一席，获得我省
利用国外贷款金额最大的一个项目———

“金砖银行”项目为何花落湖南

贯彻新《条例》 巡视再出发

� � � � 9月3日，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贷款项目签约仪式在厦门举行。 图为湖南与新开发银行签署
长株潭绿心区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协议。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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