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讯员 叶欣 湖南日报记者 李治

城市里的朋友们，你们知道现在
农村的废旧物资是怎么处理的吗？

作为一只普通酱油瓶， 我来讲
讲我的故事———

11月10日，在长沙县果园镇新
明村， 村民义务清理沟渠， 打扫道
路。而我，静静地躺在村民李大姐家
的垃圾箱里。

村里的大部分家庭， 垃圾箱都
分成了两种———可回收和不可回收
的。作为全省首批垃圾分类示范村，
新明村村民的环保意识强， 垃圾分
类减量到位。

一大早，李大姐就将我和其他小
伙伴们进行了初次分类。 我和塑料
瓶、金属、纸盒等伙伴被放在了可回

收垃圾桶内；烟头、卫生纸等不可回
收垃圾放入了不可回收桶内；剩饭剩
菜被用来喂鸡喂鸭，瓜果皮、动物内
脏等被农户用来做有机肥堆沤还田。

上午， 保洁员谭仲春开着电动
小货车上门。 他每天负责打扫责任
区域内的公共环境卫生， 还负责
160家农户的垃圾收集， 运送初分
后的垃圾至村级分拣中心再次分
类。 村里有4个保洁员， 全镇有46
个，由果园镇环保合作社统一管理。

谭仲春大伯先把我们拉到了新
明村资源分拣中心。我和无色玻璃、
纸盒、钢铁钢丝、废旧电池等，分区
域摆放。 不可回收垃圾被送往果园

镇垃圾压缩站， 而我们可回收垃圾
坐上垃圾车， 来到果园镇环保合作
社， 这里也是镇上垃圾资源化处理
中心。

院子里垃圾分类摆放整齐，没
有任何异味， 我们由专业人员细分
到有色玻璃、无色玻璃、铁制品、塑
料、纤维袋、织物、废纸、有毒有害物
等一个个隔间里。 合作社将可回收
利用的垃圾统一运往垃圾资源化市
场，有毒有害、不可降解垃圾，送交
专业公司处理。 今年前10个月，果
园镇回收的废弃玻璃就有108.43
吨 ， 全 镇 垃 圾 分 类 减 量 率 为
81.03%。

果园镇还建立了一套环境治
理的长效模式，先后获得“全国环
境优美乡镇”“省级卫生乡镇”等荣
誉。因为生态环境优美，土质符合
有机标准，今年武汉山河健康产业
体验园落户新明村， 第一期投资5
亿元。青山绿水，道路整洁，水质清
澈，庭院菜园美丽齐整，新明村的
村民过上了让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新明村党支部书记黄季明说，
现在，村民们齐心协力扮靓自己的家
园，乡村处处美不胜收。随着十九大
精神的贯彻落实和振兴乡村战略的
实施，村里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对了，还要告诉大家，以后请
不要叫我垃圾。世界上本不该有垃
圾，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也
有人说其实是宝贝。

一只酱油瓶的旅行

荨荨（紧接1版） 全省还有近半农村人
口，城镇化发展任务艰巨，城乡发展差距
仍然较大。区域方面，长株潭特别是长沙
这个核心增长极一骑领先，但“点”“带”
地区发展较慢，区域差距并未明显缩小。
经济方面，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
融和实体经济失衡、 房地产和实体经济
失衡的现象不同程度存在。 其次是发展
不充分，社会的发展总量尚不充裕，民生
领域的发展还相对滞后， 特别是全省脱
贫攻坚任务仍然很重。 与人民群众的需
求相比，住房、就学、就医、食品药品安
全、生态环境等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破解新矛盾，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

当梦想的航船驶入新时代， 就不能再抱
着过去的航海图。 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定不移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沿着“创新引领，开
放崛起”战略标注的路径，把十九大提出
的“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与习近平
总书记对湖南“一带一部”的定位对接起
来，更加自觉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破解新矛盾，呼唤新作为。十九大报
告已为破解新矛盾提供了一系列 “解决
方案”。比如，对待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
题， 报告提出要大力实施 “乡村振兴战
略”；对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报告
提出要大力实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对待经济结构不平衡的问题， 报告强调要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发展经济的着
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路线图”明晰之后 ，
关键是“施工图”要精细作业，“执行表”要切
实推进，这就需要我们保持发展定力，积极
主动作为， 以更大的担当和作为去攻克新
矛盾，破解新难题。

新矛盾之“变”，“变”的是目标层次、是
理念方法，“不变” 的是一以贯之的发展追
求、民本情怀。中国共产党96年的历史，就是
不断带领中国人民攻克主要矛盾的奋斗
史。在新时代的航程中，全省党员干部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万众一心、开拓奋进，
积极投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
实践，共同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破解新矛盾，赢得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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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刘分粮说， 他出生的那一天正
好赶上生产队里分粮。 工作队员计
算人头时， 给还没有名字的他起了
个代号“分粮”。 从此， 这个带着
田园气息的名字便成了他的大名。

现为株洲市攸县渌田镇党委书
记的刘分粮， 曾担任过攸县纪委副
科级纪检员、 案件室主任、 纪委常
委、 副书记， 两次荣立县三等功，
多次荣获市县先进。 有着15年纪检
工作生涯的他， 无数次与腐败分子
斗智斗勇， 查办案子400余件， 给
予党纪政纪处分400余人， 挽回经
济损失1个多亿。

今年9月8日， 刘分粮获得中
央纪委嘉奖。 他说， 自己决心带着
来自田间乡野的淳朴与赤诚， 与百
姓同甘共苦、 休戚与共， 守护好群
众切身利益。

善打硬仗的办案能手

2014年7月， 刘分粮受命查办
攸县卫生局原局长汤某受贿案件。
由于涉案人员早已订立攻守同盟，
受贿嫌疑人拒不交代受贿经过， 行
贿嫌疑人也伙同串供， 干扰外围证
据的搜集， 案件调查一时陷入僵
局。

一同参与办案的攸县纪委常委
陈义勇回忆， 由于时间紧迫， 当时
办案人员心理压力特别大。 期间，
说情的电话还相继而来。 由于当时
攸县纪委书记空缺， 有人甚至在电
话里说， 你一个副书记不要太较
劲， 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刘分粮不
急不躁， 果断挂掉电话， 和办案人
员说， 没有纪委书记还有组织， 案
子一定要查实查透。

他认真观察涉案人的一举一
动， 仔细分析涉案人的心理活动，
晓之以理， 动之以情。 最终， 涉案

人汤某交代了违纪违法事实， 查实
了其违反组织纪律、 违反廉洁纪
律、 收受贿赂、 涉案金额200余万
元等问题， 还顺藤摸瓜挖出了卫生
系统系列腐败窝案， 涉及人员95
人， 处理党员干部47人。

办案期间， 刘分粮既当指挥
员， 又当战斗员， 最辛苦的时候曾
三天两夜没有合眼。 一位办案人员
说， 越是关键时刻， 越能看出刘分
粮业务娴熟、 思维清晰。 遇到棘手
的案件， 刘分粮都主动请缨， 敢于
亮剑。 他还是省纪检监察系统办案
专家人才库成员， 曾多次奉命抽调
参与省市纪委办案， 先后参与查办
副厅级干部1人、 县处级干部7人。

行端身正 不怕威胁

干纪检工作不容易， 辛苦不
说， 得罪人是常事。 在基层纪检岗
位上工作15年， 刘分粮对此感受
颇深： 地方小， 熟人多， 加上人手
有限， 基层办案人员往往回旋余地
小， 无法避开。

由于监督执纪， 他曾在大年初
一的凌晨收到别人的诅咒短信， 听
到别人扬言要伤害他家人的威胁。
刘分粮表示他从未畏惧过， 自己行
得正坐得端， 没什么可怕的。

2013年， 刘分粮办理县林业
局原副局长丁某私分公款一案。 在
谈话中， 丁某以长者自居， 拒不配
合， 甚至提出拿50万元“私了”，
并暗地里找人说情甚至施加压力。
刘分粮不为所动， 他一面肯定其过
去的贡献， 一面跟他讲形势、 摆政
策， 劝他认真思考。 在刘分粮刚柔
并济的强大攻势下， 丁某心理防线
松动， 最终如实交代了私分公款的
违纪事实。

“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是有良知
的， 即便是一个犯罪分子。” 这是
刘分粮时常说的一句话。 他认为，
一方面， 对于涉案人员既要处理也

要让他们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另
一方面， 对干部也要以严管体现
厚爱、 防止干部小错演变成大
错。

攸县卫生局原局长汤某被
“两规” 时， 其母亲身体不好，
刘分粮安排人员照顾汤母， 给
汤某爱人做思想工作， 还陪同
她办理赃款退还过程中所需的
手续。 汤某爱人深受感动， 直
到如今， 逢年过节都要发短信
问候刘分粮。

在预防腐败风险方面， 刘分
粮也积极探索和创新监督方式。
面对农村涉及资产、 资源、 资金
管理信访量不断攀升的现状， 他
强化信息分析运用， 探索“三
资” 管理廉政风险防控机制建
设， 推动县乡村三级建立农村
“三资” 管理信息化平台， 攸县
因此项工作被评为全国农村“三
资” 管理示范县。

新征程新使命

对于工作， 刘分粮问心无
愧， 提到家人， 他却满怀歉意。
一次， 刘分粮办案期间， 突然接
到家里母亲心脏病突发的电话。
他赶紧把母亲送到医院。 安装完
心脏支架的母亲心脏骤停， 经过
40多分钟的电击、 扩胸按压才
抢救过来。 由于案件正处于攻坚
阶段， 第二天一早， 他又回到办
案一线。

还有一次， 他被抽调到省纪
委办案5个多月， 好不容易抽空
回家一趟， 离开时女儿偷偷藏起
了他的背包， 抱住他的腿， 哭着
喊着不让出门。 刘分粮强忍着泪
水走出家门， 直至3个月后才见
到女儿。

今年3月， 刘分粮离开工作
15年的纪检岗位， 赴任株洲市
攸县渌田镇党委书记。 从原来的

监督责任到如今的主体责任， 刘分
粮表示， 自己从工作上到思想上的
变化是比较深刻的， 但在纪检岗位
上长期形成的工作风格和习惯很难
改变。

刘分粮坦言， 基层党员干部作
风怎么样， 群众感受最深刻， 也最
有发言权， 应始终以忠诚干净担当
的标准来要求党员干部。 他介绍，
在渌田镇， 党政各部门都实行开门
办公， 随时接受群众来访、 咨询和
办事； 党员干部的手机保持24小时
畅通， 及时掌握老百姓诉求和反映，
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今年， 渌田镇
还率先在株洲市各乡镇中建立了标
准谈话室。

“以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契机， 切实扛起管党治党主
体责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
延伸、 向纵深发展， 让政治生态像
自然生态一样‘山清水秀’。” 刘分
粮说， 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基层
老百姓心坎上， 让老百姓感受到党
的好政策、 党员好形象、 党的执行
力， 让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好， 乡镇
环境越来越优美， 这是一个基层党
员干部的新使命。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陈淦璋 孟姣燕

11月11日，“剁手族” 的狂欢节，
各大电商平台可谓是铆足了劲“火力
全开”。

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及网贷平台
等金融服务机构，亦燃起“双11”战火。
理财产品限时促销、 金融服务提质降
价，抽大奖、送积分、赢现金……促销
手段花样百出，“买到即是赚到” 扑面
而来。

财富证券行业研究员龙靓提醒，
投资者应认真知悉各类产品的条款，
理性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

银行：着力消除消费者
花钱的“后顾之忧”

为了扩大市场份额、 提升客户粘
度，针对“双11”消费，多家银行临时
上调了信用卡用户的授信额度， 或下
调信用卡分期费用。

中信银行提出调整信用卡分期业
务服务收费标准， 其中1期费率从
1.5%下调到1%。华夏银行等也有不同
程度的减费让利优惠政策出台。

各银行还纷纷结合自身优势推出
“双11”购物狂欢活动。建行把主战场
放在了自有电商平台，一直到11月14
日，建行将通过其“善融”电商推出限
时抢购、折扣专区、满减专区等活动。
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联合知名建材卖
场，推出返利、抽奖等各类优惠活动。

证券： 促销投顾产品，
助股民炒股“一臂之力”

“双11”推出活动的券商中，几乎每
家都有产品促销，其中以促销投顾产品
最为多见。 在方正证券的小方APP首
页，“打折不猫腻，直接5折起”的促销图
片夺人眼球。11月8日至15日， 其有4款
投顾产品五折或八折销售。

多家券商升级炒股大赛的奖励机
制。 财富证券将11月6日至11日定为

“财富狂欢节”，在此期间，除了抽奖得
现金、低价购投顾产品，还每天奖励炒

股大赛收益日排行前十的选手； 兴业
证券奖励在“双11”当天报名参加实
盘大赛的用户。

财富证券行业研究员龙靓称，金
融机构扎堆“双11”，是希望借助互联
网热点扩大市场份额和影响力， 投资
者应根据自己的特点，理性选择。

保险：险企推50种消费
保险来“保驾护航”

“双11”狂欢节到来，保险公司在
线下没有太浓厚的节日气氛，但这并
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行动。

围绕“双11”，保险产品种类和数
量增长迅猛。蚂蚁金服称，几年前仅
有退货运费险等几种消费保险品种，
今年“双11”，人保财险、平安财险等
12家险企，将从价格、质量、物流等各
环节，提供近50种消费保险为购物狂
欢保驾护航

“双11”保险产品销售方面，唱主
角的是互联网保险平台。如小米保险
通过送好礼、送折扣、送补贴等，吸引
消费者购买保险。

网贷平台：加息、赠礼、
返现促进投资

网贷平台的“双11”战火，燃得比
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更早、 也更猛烈。
91金融董事长许泽玮表示，“双11”是
一个比较好的营销噱头，“不‘剁手’
去挣钱”的活动，很容易吸引投资者，
所以网贷平台参与热情都很高。

网贷平台的狂欢形式，主要是加
息、返现、抢红包、赢奖等。如国家开
发银行发起设立的开鑫金服，设置了
新手首投送话费活动；红岭创投11月
10日至12日期间，购买相应理财产品
可获返现； 团贷网等以加息促进投
资。

许泽玮提醒，各网贷平台推出促
销活动，需警惕以低成本甚至零成本
换取高额奖励的“羊毛党”；投资者亦
需理性看待，在选择投资平台和产品
时擦亮双眼。

最美纪检人 斗智斗勇惩腐恶
———记中央纪委嘉奖获得者、 攸县渌田镇党委书记刘分粮

刘分粮 通讯员 摄

经济视野

11月10日，江华瑶族自
治县涔天河镇涔天河村，游
客在花海中拍照、 游玩。近
期， 该村种植的近百亩格桑
花、醉蝶花、百日草、波斯菊
等绚丽开放， 吸引了众多游
客，既带动了乡村旅游，又助
推了当地村民脱贫致富。

黎实 赵媛媛 摄影报道

花海醉游人

金融机构也战“双11”
专业人士提醒，理性选择合适的金融产品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王
晗 通讯员 刘武）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建设再提速。今天，“智汇湘江 科
创未来” 湖南师范大学桃子湖文化创
意产业园在长沙开园。6大师生项目现
场路演，100个创新创业项目同步发
布， 打造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科创
合作样板。

桃子湖文创园位于岳麓山国家大
学科技城核心区， 旨在充分发挥湖南
师大学科、 人才优势， 深化产学研合
作，加速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实现
文化创新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建设
桃子湖文创园，
不仅是加快推
进岳麓山国家
大学科技城建
设，实现产城融

合、区校合作、创新创业的示范工程，
更是主动服务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战略，凝聚创新力量、贡献师大智慧的
生动实践。”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李
民说。

创意湘绣坊、UV防静电膜产业化
项目、“会思考”的智能照明管理系统、
体育赛事“私人订制”……活动现场，6
个师生创业项目轮番登台推介， 聚焦
文创产业，科技感、互动味十足。当天，
桃子湖文创园入驻项目画册和教师创
新创业成果集， 共计100个创新创业
项目，同步对外发布。

100个创新创业项目发布
湖南师大桃子湖文创园开园

湖南日报11月10日讯 （记者 周
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田继舫 丁辉）
今天上午，澧县城头山镇车溪河社区
孙家小区举行秸秆捡拾打捆现场观
摩活动。已收割的稻田里，1台抓机快
速地将秋收后留下的稻草拢堆，3台
捡拾打捆机将成堆的稻草捡拾打捆，
然后用2台手扶拖拉机将250公斤成
捆的稻草运往湖南理昂再生能源电
力有限公司燃烧发电。据理昂公司负
责人介绍， 每亩稻田可回收稻草250
公斤，发电170度，相当于3斤稻草发1
度电，同时通过秸秆收购直接为农民
每亩增收近百元。

澧县作为全国知名的农业大县
和粮食主产区，每年农作物秸秆产量

近80万吨。为有效解决大量秸秆滥烧
乱弃带来的环境影响，2008年， 澧县
引进专业从事农林废弃物直燃发电的
理昂公司投资建厂。 理昂公司一方面
深入各大农作物主产区分片扶持秸秆
收集经纪人，形成了“农户+收储经纪
人+公司”的秸秆产业化利用新格局。
一方面大力组织技术攻关， 联合相关
厂家发明制造出农作物秸秆收集机
械，实现了农作物秸秆就地收割、就地
打捆、就地装卸、就地销售的全机械化
收储运输。目前，理昂公司收储半径遍
及全县各个乡镇，年收储量已接近10
万吨，直接为当地农民年增收3000多
万元。 今年澧县晚稻秸秆综合利用率
已达到50%。

3斤稻草1度电 每亩增收近百元
澧县秸秆综合利用走出良性发展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