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黄婷婷）
“作为全球化的新生代， 我们牢记齐心共
赢，誓言不负乡土。”面对青年毛泽东雕像，
今日下午，来自十多个国家和国内20多个
省份的200多名青年湘商， 在长沙橘子洲
头参加湘商宣言发布活动，齐声宣读《青年
湘商宣言》。

“勇于对老一辈湘商发起挑战，有机会
失败，是青年湘商最大的优势。”北京湖南

青年创业促进会秘书长郑洪文认为，《青年
湘商宣言》的发布，是对老一辈湘商精神的
传承，更是对自身的挑战。

湖南省青商会副会长胡德安介绍，世
界青年湘商联盟成立内部学习平台， 可以
让同龄人拥有共同话题， 促进青年湘商的
抱团发展。

世界青年湘商联盟于昨日在郴州第八
届湘商大会青年湘商发展论坛上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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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出席十九大的光荣经历，是一次党内生
活的锤炼洗礼、 一次铸魂励志的理论武装、
一次思想灵魂的净化升华，是一堂让我铭记
终生的生动党课。”11月22日，岳阳市委书记
胡忠雄接受湖南日报记者采访时，难掩激动
心情。

当前， 岳阳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落实“学懂、弄
通、做实”的总体要求，把握“学习、宣传、贯
彻”三个环节，学在深处、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 引导和激励全市党员干部群众视使命为
生命、凭发展论英雄、以项目比能力、从担当
看品格， 深入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在巴陵大
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新目标开启新征程。胡忠雄表示，我们要
把握新方位、瞄准新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
甩开膀子向前冲。 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重点围绕“城、堡、极”下功夫。“城”即
做大做强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加快推进
“1+4+2”大岳阳城市圈建设；“堡”即打造沿江
对外开放桥头堡， 在全省开放发展中走在前
列；“极”即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打好园区
建设、交通建设、港口建设、脱贫攻坚“四大会
战”，落实产业园区、开放型经济、非公有制经
济、金融业“四个十条”，着力打造石化产业、
食品加工、现代装备制造、现代物流业“四个

千亿产业集群”。
“岳阳是湖南唯一通江达海的口岸城市，

开放是发展的优势所在、 潜力所在、 希望所
在。”谈及开放型经济，胡忠雄信心满满。今年
来，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0万标箱，首次超
过宜昌和九江； 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91.3%，
岳阳首次跻身中国外贸百强城市行列。 岳阳
将抢抓机遇、 乘势而上， 进一步增强开放意
识，打开开放通道，培育开放企业，引进开放
人才，建设贸易强市，加快融入“一带一路”，
不断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力争到2020年，实
现外贸进出口额60亿美元， 集装箱吞吐量70
万标箱。

“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胡
忠雄说， 我们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办
好棚户区改造、城区交通治堵保畅、农贸市场
提质等民生实事，让人民群众打收条；全力推
进脱贫攻坚大会战，确保今年减贫5.9万人、贫
困村退出131个；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突出抓好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着力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不断提升风景中的生产力、山水间的幸福感；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巩固“全国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优秀市”成果，聚焦群众化、社会化、网
格化、专业化，加快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新格局，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
满意度。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 我是农民的儿
子，应当不忘根本、不忘来路，始终重视农业、
关爱农民、服务农村。”谈到“三农”问题，胡忠
雄满怀深情。 岳阳将全面落实十九大提出的
乡村振兴战略，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大力发展现代农业， 着力打造岳阳黄
茶、华容芥菜、岳阳小龙虾和汨罗粽子四大特
色产业， 加快全省深化供销社综合改革示范
市创建和屈原农村改革集中区建设， 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纵深
推进“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全面促进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只有进行
时、没有完成时。”胡忠雄言语铿锵、决心坚
定。岳阳将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引，着力拧
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大力弘扬求索精神、忧乐精神、骆驼精神和平
江起义革命精神，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
发展；着力开展基层党建“五个一”行动，用
好用活基层一线和艰苦地方的干部，建好用
好1806个村（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打造村支
两委之家、党员之家和村民之家，推动基层
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着力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发挥巡察“利剑”作用和派驻“探
头”作用，营造风清气正、山清水秀的政治生
态，推动全市党员干部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
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实现新作为、展示
新气象！

� � � �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刘助斌）郴州市环保局今天透露，
中央环保督察组反馈意见中涉及该市的
14个问题，已提前整改到位9项，其余5项
正在按要求推进整改。

深秋，郴州市苏仙区东河流域的谷家尾
矿库的闭库工程已经完工，正在等待省安监
部门验收。今年5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在
下沉市州督察时发现，该尾矿库库容100多
万立方米， 存放含重金属尾砂超过200万
吨，经现场监测，外排废水砷超标10.9倍。

根据反馈意见和整改要求， 相关部门
迅速行动，6月底，谷家尾矿库污水处理厂
建成并投入使用， 尾矿库废水全部收集进
入污水处理厂。监测显示，尾矿库外排水经
处理后能够稳定达标。 谷家尾矿库业主单

位2名负责人被依法刑事拘留。 与此同时，
苏仙区举一反三， 对全区内尾矿库环境安
全隐患和环境污染问题制定专项方案，由
区安监、环保、国土部门在全区范围，开展
尾矿库专项联合排查行动。

目前，谷家尾矿库治理、清理有碍环保
执法的“土政策”、嘉禾县淘汰铸造行业落
后产能等9项整改任务已提前完成， 甘溪
河重金属废渣治理、 永兴金银及稀贵金属
产业整合升级问题等5项整改任务正在有
序推进。

据悉， 中央环保督察组交办郴州的信
访案件295.5件，完成整改285.5件，10件正
在按照方案进行整改； 实施行政处罚711
万元，立案调查24件，行政拘留7人、刑事
拘留5人，依法问责208人、约谈99人。

烟花爆竹生产旺季安全压力增大

安监部门暗访
浏阳烟花爆竹企业

责令前进花炮厂停产整顿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记者 彭雅惠）

今天，省安监局发布消息，自11月20日起，
国家安监总局监管三司会同省安监局，赴
浏阳暗访烟花爆竹旺季安全生产情况。目
前， 已查处了一家严重违法违规生产的花
炮企业。

当前正是烟花爆竹产销旺季， 安全生
产事故防范压力增大。 为杜绝较大以上事
故发生，确保行业安全稳定，安监总局与省
安监局共同组建督查组，采取“四不两直”
方式，对省内烟花爆竹企业进行随机检查。
在浏阳市大瑶镇， 督查组发现当地的前进
花炮厂生产作业、安全设施不达标，安全管
理混乱，不仅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还涉嫌转
包分包、多股东分线生产。目前，该花炮厂
已被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省安监局表示， 督查组还将继续对省
内烟花爆竹企业开展暗访检查， 一旦发现
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将坚决查处、从严处罚。

2017中国中部(湖南)
农博会闭幕
成交200亿元，

7个品牌获袁隆平农业博览奖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罗雅琴 姚学文

安志平）今天下午，2017中国中部(湖南)农
博会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长沙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记者了解到，这届农博会实现合同
成交和现金交易总额200亿元，“农博优品”
网购平台成交额达100万元。

颁奖典礼上，为7个品牌产品颁发了这
届农博会首次设立的袁隆平农业博览奖。
同时，颁发了20个农博会设计奖、42个农博
会组织奖和122个农博会产品金奖。湖南日
报和湖南卫视获媒体最佳组织奖， 这也是
湖南日报连续第三届获得这一奖项。

据统计， 这届农博会共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3000家企业参展， 还有来自马来西
亚、 泰国、 俄罗斯等30余个国家的产品参
展，8大展馆中参展产品超过2万种。农博会
期间，地方特色产品很受欢迎，高山葡萄、
红薯干、芦花鸡、新疆阿克苏苹果等产品出
现脱销。值得一提的是，在农博会设立的精
准扶贫展区，6大电商共为贫困地区销售产
品235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早起给孙子洗澡喂食，中午做饭，下午
带孙子出门溜达……如今， 长沙市天心区
书院南路广厦新村居民、 年近六旬的彭海
英的生活像是上了发条的闹钟， 规律而又
快乐。

不久前的一天，彭海英像往日一样，买
了菜回家，踏上空荡的楼梯间，她想了想，
决定去二楼瞧一眼。

眼前， 是邻居谢云英老人的家。 过去
16年，住在一楼的彭海英每天都要上楼串
门，做饭、清扫、唠嗑……自从谢云英老人
离世后， 彭海英上楼下楼几次路过她家门
口，无不是失落而归。“她不在了，多少有点
不习惯，舍不得。”彭海英说。

谢云英是一名抗战老兵， 育有3个子
女。老伴去世后，谢云英一直独居，不肯与
儿女同住。2000年， 年过八旬的谢云英逐
渐丧失生活自理能力， 子女们便请来保姆
照顾她，没想到保姆经常遭到她的“挑剔”。

那时， 身为楼栋长的彭海英与邻里关
系很不错，面对谢云英语气刁蛮的“使唤”，
她也是有求必应。“无非是些跑腿买肉、搬
挪睡椅的小事，不打紧。”彭海英说，只要谢
娭毑站在阳台上朝楼下喊一声， 她总会第
一时间上去帮忙。

但保姆不是彭海英， 她们受不了这个
气，接二连三“告饶”走人，这可愁坏了谢云
英的子女。“楼上楼下相处这么久， 老太太
每天跟我打照面，隔墙不隔心。”得知他们
的难处，彭海英主动站出来，提出由她全面
照顾谢云英的生活起居。

早上烧水洗脸、 搀扶谢云英老人上厕
所后，彭海英开始为她做早餐；出门买菜，
挑上老人爱吃的芋头、排骨，中午熬上一锅
汤，把稀饭煮得入口即化；晚上，耐心耐烦
为老人洗澡、洗脚、剪指甲……

十几年来，一幕幕温馨的场景，在谢云
英的小屋里每天上演着。而彭海英这个“兼
职保姆”， 包办起所有生活起居的杂事，从
未中断过。 谢云英多次竖起大拇指告诉周
围人：“亲生女儿对我也不过如此了。”

2012年， 谢云英一次不小心摔倒，造
成骨折，去医院治疗，好不容易出院回家，
她却不肯进食，喂也不吃。看着谢娭毑难受
的样子，彭海英隐约察觉到，应该是排便困
难。于是，她专程跑到医院找大夫咨询，又
买来药给老人吃，最终帮老人解决了难题。

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谢云英身体每况
愈下。到去年底，彭海英一人实在无法担负

起照顾一个高龄老人的重任， 只好让谢云
英住进养老院。每隔几天，彭海英就会煲好
一壶芋头排骨汤去养老院探望， 陪她拉家
常。离开时，谢云英几次拽着彭海英的衣角
不肯松手，恳求带她一起回家。

“前几天还在喂她喝汤，想不到……”
今年元宵节前一天， 彭海英在家门口碰到
谢云英的子女，原本计划去看望老人，却意
外得到老人去世的消息， 她整个人顿时懵
了。瞒着周围邻居，她一个人悄悄去参加告
别仪式，含泪送老人最后一程。

这些年来，在彭海英悉心照料下，谢云
英与她结下了深厚感情， 将心里话全部告
诉她。“娭毑告诉我，她丈夫在世时，专门为
她留下过一张照片， 是用在墓碑上的。”然
而，家人四处寻找无果，最终，在彭海英指
引下，照片找到了，老人的心愿得以达成。

彭海英也没想到， 照顾与自己无亲无
故的邻居老人，本来平淡得像一汪清水，而
这汪清水一淌而过，竟是16年的缘分。“时
间一长，还是很有感情的。”照顾老人时拍
下的照片，一直被彭海英保存在手机上。想
起老人时，她就会拿出来看看。

■点评
她是柴米油盐一把抓的“保姆”，也是

给予老人精神关怀与依靠的“女儿”，但她
真正的身份，仅仅是“邻居”。

彭海英10多年如一日照顾楼上独居老
人，不图名、不图利，有求必应、包办杂事、
耐心耐烦，并与老人结下深厚感情。彭海英
做的虽然都是些“不打紧”的小事，但将这
些小事串起来，便成了一首爱的赞歌。

长沙，一座和谐之城，爱的力量、向善
的力量就在身边。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市（州）委书记访谈

学在深处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访岳阳市委书记胡忠雄

环保督察整改

郴州提前完成9项整改任务

16年，放不下的亲缘

� � � �彭海英 通讯员 摄

招聘外经贸人才
11月22日，“商聚湘外，业就全球”湖南省普通高校外经贸类2018届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举行， 来自全国的280多家外经贸类企业参与， 提供相关岗位10000余个，
省内20多所高校的4000名相关专业毕业生到场应聘，意向签约毕业生1200余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郑翔 摄影报道

齐心共赢 不负乡土

青年湘商橘洲发布宣言

今年汛期“逃难”到湘阴县城西垸

走失的麋鹿回家了

赵政法“变形记”

� � � � 湖南日报11月2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刘海军 杨政）11月22日， 今年汛期
迷路走到湘阴县城西垸的一头麋鹿，经野生
动物保护专家和林业工作人员实施麻醉救
助，重返久别130多天的东洞庭湖家园。

今年7月份猛然而至的大洪水， 陡然淹
没了东洞庭湖湖洲的麋鹿家园，一只雄性麋
鹿“逃难”到湘阴县城西垸。7月11日发现麋
鹿踪迹后，该县林业局迅速展开全方位宣传
保护，当地干部群众及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
志愿者近1000人也投身其中， 寻找和保护
这一失散的“孤儿”。客居湘阴期间，该麋鹿
未曾受到伤害，即使夜间偷食蔬菜、践踏禾
苗，村民也毫无怨言，只图这位“客人”安好。
可随着冬季的来临， 麋鹿的食物逐渐减少，

遣返回家园的任务迫在眉睫。
11月21日13时，在一处收割后的稻田

里， 实施麻醉术的省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潜
伏在麋鹿出没地，等待最佳“射击”时机；湘
阴县林业局18名工作人员封锁其他路口。
经过2个小时的围堵， 野生动物保护专家
的麻醉枪成功射中麋鹿。 林业工作人员随
即将麻醉倒地的麋鹿抬上卡车， 运送至东
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麋鹿救助站。

到达救助站后，麋鹿已经恢复意识。救
助站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体检”，显示健康
状况良好，体重达180公斤，比初来湘阴县
时还增加了约50公斤。次日，救助站工作
人员将麋鹿送回东洞庭湖， 麋鹿终于成功
与“家人”团聚。

通讯员 何云雄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最近， 江永县源口瑶族乡黄金山村村民
赵政法买了冰箱、彩电，准备搬新家。

赵政法今年44岁，单身，住在一栋上世纪
70年代修建的土砖房里，2014年被列入建档
立卡贫困户。

“不懒、不傻、不残，还有一门泥水匠手
艺，按理说不该穷。” 村支书何熙明说，赵政
法平时爱喝酒，又喜欢赌两把，一年干到头常
常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坏毛病不愿改，又没存下钱，几次相亲都
无功而返。此后，赵政法干脆破罐子破摔，他
也不愿成家了，一人生活乐得逍遥自在。

江永县民政局扶贫工作队进驻后， 对全
村154户贫困户进行精准帮扶。赵政法被列为
重点帮扶对象，工作队员对他进行耐心开导。
开始赵政法并不领情，2015年以来，扶贫工作
队几次帮他争取危房改造指标， 他总是以没
钱为由，一次次拒绝。

但扶贫工作队和帮扶责任人一直没放
弃，经常上门拜访。去年，在工作队的撮合下，

赵政法又去相了一次亲， 他一眼就看中了对
方，女方对他也满意，但得知详细情况后，便
婉言拒绝了。并给他捎话：改掉坏毛病，建好
新房子，再谈娶媳妇。

为这事，赵政法喝了一夜酒，帮扶责任人
也陪了他一夜。天渐渐亮了，赵政法的思想也慢
慢通了，他下定决心，重新做人，过好下半辈子。

戒掉酒、戒掉赌。上半年，赵政法凭着泥
水匠手艺外出打工攒了近万元，下半年，利用
危房改造资金， 自己动手在家建起了一栋80
平方米的新房子。

“坏毛病改掉了，新房子建好了，离娶媳
妇也就不远了。”如今赵政法信心满满，明年
除了继续招揽泥水活， 他还打算申请小额贷
款，种植水果，增加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