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要闻07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彭雅惠 ）
今天，省安监局发布消息，我省正式印发
《湖南省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简称
《办法》），明确对4种情况给予安全生产工
作“黄牌警告”；对6种情况进行安全生产
工作“一票否决”，被否决单位当年不得评
先评优，其党政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人
自否决之日起一年之内不得提拔重用。

《办法》明确，考核实行百分制评分，
逐项扣分，单项分值扣完为止。事故考核
时段为上年12月1日至当年11月30日，当
年12月发生的重特大事故和影响恶劣的

较大事故纳入当年考核； 当年查实的前3
年内发生的较大及以上瞒报事故，纳入当
年考核。

市州发生1起重大事故的（经调查认
定， 市州或县市区对事故发生不负有属地
管理责任或源头管理责任的除外）；县市区
发生2起及以上较大事故的；中央在湘和省
直有关单位所监管行业领域发生1起重大
事故的（事故涉及多个监管部门的，按照部
门安全监管职责确定；经调查认定，中央在
湘和省直有关单位对事故发生不负有监管
责任或不存在监管过失的除外）；中央在湘

和省属企业发生1起及以上较大事故的，给予
安全生产工作“黄牌警告”，并通报批评。

发生特别重大事故的；市州发生2起及以
上重大事故的； 县市区发生1起重大事故或3
起及以上较大事故，或瞒报、谎报较大及以上
事故的（经调查认定，瞒报、谎报事故的责任
属于政府有关部门）；中央在湘和省直有关单
位所监管行业领域发生2起及以上重大事故
的；中央在湘和省属企业发生1起重大事故或
2起及以上较大事故，或瞒报、谎报较大及以
上事故的；年度考核评定为不合格的，将被实
行安全生产工作“一票否决”。

湖南日报记者 尹虹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生态文明
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 湖湘智库领军人才、中
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
教授认为，湖南贯彻这一精神要求、加快实
现“生态强省”目标，最好的“灵丹妙药”也
许就蕴藏在对湖湘传统村落文化的传承发
展之中。为何这样说？应当怎样做？ 11月6
日，记者就此专访了胡彬彬教授。

记者： 为什么说传承发展湖湘传统村
落文化与湖南推进“生态强省”战略息息相
关？

胡彬彬：十九大报告提出“统筹山水林
田湖草系统治理， 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
明发展道路”，为湖南建设生态强省指明了
方向。 湖湘传统村落文化中蕴含着与绿色
化理念相契合的观念，构建现代生态文明，
完全可以也必须深入挖掘、 充分利用传统
村落文化中的资源。 多年来我走过了中国
的4700多个传统村落，深深感受到我们的
先人是很有智慧的， 他们在利用自然资源
繁衍生息的同时， 又尽可能与周围的环境
保持和谐相处。 我们可在传统村落文化中
寻找到一些有效办法， 以化解现代城市文
明所面临的生态危机。

记者： 您认为湖湘传统村落文化中有
哪些绿色化理念可“古为今用”？

胡彬彬：传统村落的选址营建、农业生
产、 生活习俗和精神信仰等许多方面都蕴
含着我们今天所说的“绿色化”理念，值得
现代人学习。 比如永州河三岩村的先民们
在建造房屋时，就把排水系统做到了极致：
整个村落的排水沟前后左右相通、 上下首
尾相连，水流畅通无阻。由于三面环山、植
被丰富，即便连续干旱，村中也能葆有源源
不断的水流。房屋之间的宽阔道路，近三分
之一是水沟，即使天降暴雨，路面的雨水也
能很快排泄到水沟中去。 而今天的一些大
都市，一下暴雨就处处“看海”，难道不应该

从传统村落建设中学取一些经验吗？
记者：请问我省的传统村落文化保护

现状如何？
胡彬彬：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全省传统村落保护，这一工作也得到了
社会各界尤其是学术界的积极支持。2016
年11月公布的国家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中，湖南共计入选166个，至此，我省
列入该名录的村落已达到257个。 中南大
学率先在全国成立了中国村落文化研究
中心，并设立了博士点和硕士点。但传统村
落的保护工作仍存在很多问题，最主要的
原因就是现有法律法规之间相互冲突。比
如传统村落建筑被挂牌保护之后，就属于
国家财产，即使是坏了，原来的主人也不能
擅自维修。而且，对已经挂牌保护的古建筑
的修缮，实行极为严格的“资质等级准入”
制度，这样有可能产生“南方某个国家保护
点由北方单位来实施维修”， 钱花了不少，
维修后的建筑却完全不是原来的风貌了。
另外，不少居住于破损严重的“被保护”的
古建筑中的村民，苦恼于依法不能另寻宅
基地建造新房。传统村落保护工作还面临
管理部门众多、权责主体不明、大拆大建无
序、保护资金不足、过度旅游开发、商业化
性质严重等问题。

记者：怎样推进湖湘传统村落保护，才
能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生态强省”战略？

胡彬彬： 目前首要的工作是建立健全
法律法规。应尽快出台一部专门性法规，将
我省传统村落及其文化保护纳入法制化、
规范化轨道。其次要坚持原生性、整体性、
活态性、可持续发展性4个保护原则。既要
重视保护历史建筑的原有样式，更要关注
生活当中的“人”，以及由“人”所创造、传承
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此外，还要完善
评估机制与监督机制，组建专家团定期巡
视、检查；建立保护责任追究制，建立健全
部门联动机制，将保护工作纳入政绩考核；
完善普查调研，对传统村落实施分类保护、
分级管理；建立投入资金多渠道筹措机制，
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加入；加强传统村落
保护的教育和宣传工作等等。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 湖湘智库领军人才十人谈湖湘智库领军人才十人谈我省发布安全生产工作考核办法

6种情况“一票否决”
被否决单位当年不得评先评优

11月9日上午，沅陵
县北溶乡碣滩村， 茶农
在茶园松土。 碣滩村是
沅陵县碣滩茶的原产
地， 有着优良的茶叶种
植环境。2015年，交通银
行湖南省分行扶贫工作
队进驻该村后， 帮扶全
村新开茶园465亩，新建
了一座茶叶加工厂，带
动203户贫困户参与到
种茶致富中来。今年，全
村茶叶产业收入比两年
前年增收200万元。
田超 潘显璇 摄影报道

以茶扬名
靠茶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德胜

“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我一个残疾人，
不仅可以养活自己， 还能带着一家人脱贫
致富呢。”11月3日，双峰县沙塘乡九龙村贫
困户黄秋文又出栏了几头肉猪， 拿到卖猪
的一万多块钱后， 乐呵呵地跟村支书贺盛
葵报喜。

1968年出生的黄秋文，2003年在广州
打工时意外失去了左臂，伤愈后找工作屡屡
碰壁。意志消沉的他只好回到老家，过着“破
罐子破摔”的日子。看着儿子整天无所事事，
黄秋文的父母急坏了，只好找来沙塘乡驻村
干部和村支两委做儿子的思想工作。

黄秋文所在组被称为“星斗冲”，是四面

环山的山冲冲，自然条件差，耕地少，且日照
时间短，只适合种植一季稻。而黄秋文又因
为残疾，不适合干重体力活。大家商量后，决
定支持黄秋文发展养殖业，一来丘陵地带猪
食丰富，二来养猪也比较适合黄秋文的身体
状况。

修猪舍、送猪崽、送技术，在大家帮扶下，
黄秋文的养殖业慢慢走上了正轨。2005年，
经别人介绍，他娶上了老婆。本以为就此可以
过上幸福日子的黄秋生却面临了更大的难
题：2007年，年近80岁的父亲因患脑萎缩，生
活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脑溢血导致偏瘫。此时
正需要照顾的时候，妻子却因为家庭负担重，
选择离开了这个家。 黄秋文只好独自支撑着
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那时的日子真是难啊!每天忙得像陀螺，
再累也得硬撑着，要是我也倒下了，这个家就完
了。”回忆过去那段难熬的岁月，黄秋生这个硬
汉眼角闪着泪花。

因为没有经济基础和人手，后来几年，黄秋
生养殖业发展一直比较缓慢。 当精准扶贫的春
风吹到沙塘乡九龙村时， 黄秋生家被列入了建
档立卡贫困户， 他的养殖场也赶上了产业扶贫
政策，通过贴息贷款，扩大了养殖规模，目前养
殖场有母猪15头，存栏肉猪200多头，年出栏肉
猪300多头。

“今年养猪的纯利大概有7万多块钱，不仅
脱贫不成问题， 一家人奔小康也是指日可待
啊。”如今的黄秋文，不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还
准备再建一个150平方米的高标准新猪舍。

精准扶贫 在三湘 独臂硬汉的脱贫路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白杨 吴启军

“这几天气温低，每天只能采收鲜菇不到
200公斤。 以前气温高时， 最多的一天采过
700多公斤。”近日，湘乡市金薮乡普岭村村
民、 友美香菇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友余
一边采收香菇， 一边高兴地向慕名前来休闲
采摘的客人介绍。

王友余今年46岁， 几年前妻子得了场大
病， 因病致贫， 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2015
年，该市启动精准扶贫驻村帮扶行动。驻村第

一书记李学信了解他的情况后， 决心通过产
业扶持增强“造血”机能，而不是简单地向上
级要扶贫款了事。

基于王友余有过香菇种植的经历，去年，
李学信介绍他到湘潭县香菇种植基地学习。
回家后，王友余在乡、村负责人的帮助下，筹
资20多万元， 租了4亩多地， 建了10余个大
棚，首次购进3万棒香菇菌种。在他的精心管
护下，香菇长势好、产量高。

然而，由于销路不畅，王友余的部分香菇
滞销，也没有资金购买保温保湿设备，如果鲜

菇不及时卖出去，只能烂在家里。
这时，湘乡市及金薮乡、普岭村相关负责

人，以及媒体记者、热心村民都来帮他寻找销
售渠道。步步高集团、砂子岭蔬菜批发市场负
责人了解情况后，愿意和王友余建立长期的香
菇购销关系。这样一来，彻底解决了他的后顾
之忧。据统计，去年年底，他的香菇销售额就有
26万元，除去各项成本，盈利约6万元。今年开
春后，王友余不仅新增流转了4亩地，增加了10
多个香菇棚，还投资2万多元盖起了冷库，节约
了一大笔运输费用。

香菇香到了心窝里。 谈到今后的打算，王
友余说：“我希望等自己的技术和经验成熟了，
再扩大生产，好日子还在后头!”

香菇香到了心窝里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龚柏威 通讯
员 陈雯)11月8日，沅江市浩江湖水域，两只
水鸟划过湖面，激起阵阵涟漪。罗鹏辉望着水
面高兴地说：“浩江湖的水质正在变好， 相信
它很快会恢复到我记忆中的样子。”

罗鹏辉是沅江市琼湖街道太白社区居
民，自小生活在浩江湖边。过去，这座沅江城
区五湖中最大的湖， 沿线开了19家农家乐，
各种废水直排湖内，严重破坏湖水水质。

今年7月，沅江对浩江湖周边餐饮业进行

整治，与19家农家乐签订责任状，确保按时
建立污水处理设施，保证达标排放。目前，浩
江湖周边19家农家乐已全部修建废水处理
池。其中小河咀村农家乐园有11家餐饮企业，
其废水全部经过隔油净化处理达标排放；太
白社区8家餐饮企业， 其废水经隔油净化达
标，用于菜园施肥。

为了让更多人加入浩江湖保护， 确保
2018年浩江湖水质达到国家Ⅲ类标准，沅江
市环保局坚持不懈做了大量宣传工作。11月

8日下午， 记者在小河咀村一家农家乐门口，看
到环保执法队员正在张贴《关于加强浩江湖环
境保护工作的通告》。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小时候这里的水可舀
出来喝。” 浩江湖边一家农家乐的经营业主董
锦洲说， 他深知农家乐餐饮废水未经处理直排
对浩江湖水环境造成了破坏， 他会积极配合政
府整治，再也不把废水排到河中去。通过大家共
同努力， 这一湖水一定会恢复得像以前那样清
澈。

洞庭湖生态环境
专项整治进行时

“浩江湖的水质正在变好”
湖边19家农家乐已全部修建废水处理池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黄道兵）11月8日，常德市生态环境保护
委员会介绍，该市桃源县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全
面加强洞庭湖流域生态治理， 对沅水沿线进行
重点管控。近日破获一起非法采砂案，现场查处

砂石运输船3艘、采砂船1艘，对涉嫌破坏沅水生
态的印某、王某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近日，接群众举报，桃源沅水上游有非法
采砂作业，严重影响当地百姓正常生活。接到
举报后，该县立即进行调度，县公安局水上派

出所、县河道整治办、县水利局、县环保局等部门
采取联合行动。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对非法采砂
予以立案侦查。经1个多星期蹲守取证，确定为一
起非法采砂案。随后，水上派出所联合漳江派出
所组织20多名警力，连夜展开行动，对非法采砂
船进行了查处，依法对涉事船只予以扣留，将涉
案人员等带回派出所进行详细调查。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涉嫌非法采砂 桃源两人被刑拘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记者 陈勇）到
基层宣传地名文化，唤起全社会进一步挖
掘、保护、传承地名文化的意识。11月8日，
省民政厅、省地名普查办在“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郴州市永兴县板梁古村召开
寻找回家的路———最美家乡地名故事征
集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暨颁奖仪式，给获
奖作者颁奖。

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 一种文化。
宣传地名文化， 能够挖掘文化的根脉，找
到永恒的乡愁。2016年9月， 省民政厅、省

地名普查办、 红网共同启动征文评选活
动，一年来收到讴歌湖湘地名的美文1320
篇，经过县级初筛、市州评审、省级终评、
史实考证等环节，最后，《德山，此心安处
是吾乡》（作者： 龙向枚）、《要寻诗意到天
元》（作者：肖又铮）等10篇作品荣获“十佳
作品奖”。当天，主办方在板梁古村把新闻
发布会办成现场辅导公开课，除了向当地
群众、游客讲解了活动举办过程，获奖作
品的内容、特色外，还介绍了全省地名保
护现状以及做好地名工作的重要意义等。

文化的根脉 永恒的乡愁
“寻找回家的路”地名故事征文评选活动在板梁古村颁奖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 （通讯员 高辉
吴永孝）今天上午，省委党校组织召开“贯
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构建
科技创新体系与科教强省” 专题座谈会。
中共十九大代表、 中南大学教授柴立元，
省科技厅副厅长鲁先华，省委党校教授彭
富国等30多名省内专家齐聚一堂，共商创
新大计，共谋发展良策。省委党校副校长
曹健华主持会议。

专家们聚焦科教强省建设，针对当前我
省科技创新存在的主要短板、发展瓶颈等现
实问题， 深入探讨我省贯彻创新发展理念、
实施创新引领战略的好路径新机制，为构建
我省科技创新体系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的
新格局谈认识、提问题、谋对策。鲁先华站在
全省的高度，从新时代科技创新肩负的重要

责任和使命，着力优化创新供给、加快培育
发展新动能两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柴立
元结合学习十九大精神体会，深入阐释湖南
科技创新迎来加速度、 发展现状及发展瓶
颈，重点谈了如何增强科技创新、突破经济
发展瓶颈的看法与对策。彭富国谈了科教强
省强在哪里及湖南发展现状与不足，重点阐
明要从政府、企业、教育、人才等方面着力推
进湖南科教强省。

曹健华说，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
动工作，全面学懂、弄通、落实十九大精神。
要深入贯彻创新发展战略， 以更高的标
准、更大的担当、更新的战略、更实的作风
汇聚建设科教强省的强大合力，为建设富
饶美丽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贯彻发展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板

“构建科技创新体系与科教强省”
座谈会在长召开

湖南日报11月9日讯（蒋剑平 尹建国
杨坚）占地约7000亩、总投资约36亿元、旨
在带动当地全域旅游升级的邵阳市重点项
目———中国崀山文化旅游产业园， 今天在
新宁县开工建设。

中国崀山文化旅游产业园以世界自然
遗产、国家5A级景区崀山为依托，倾力打造
高品质休闲旅游目的地，促进崀山旅游经济
发展。项目位于新宁县城和崀山景区北大门

之间，紧邻崀山大道和夫夷江，将建设旅游
集散中心、文化休闲中心、养生度假区、商务
交流区、民俗体验区等5大功能区。区内业态
丰富，水岛秀、风情酒吧街、民俗小吃街、精
品客栈、养生康体度假、生态农业观光等将
为游客带来丰富的度假休闲体验，改变目前
崀山旅游产品单一的局面。

中国崀山文化旅游产业园由湖南景
城旅游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和运营。

占地约7000亩 总投资36亿元

中国 山文化旅游产业园开建

胡彬彬：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服务“生态强省”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