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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银艳

11月 18日 ，国务院印发 《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
方案 》。 明确从2017年开始 ， 选择
部分中央企业和部分省份试点 ，
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 10%充
实社保基金 。 这一改革举措意欲
何为 ？

专家预测，到2052年，我国60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会达到峰值
4.87亿人，人口老龄化率将达35%左
右。面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划转部
分国有资本 “输血 ”社保基金 ，是深
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的重要举措。 基本目标是弥补因实
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 促进建
立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养老保险
制度，此举值得称赞。

根据社会保险法， 视同缴费年
限政策对应的基本养老保险缴费由
政府承担，政府支出资金来源，有一
块就是全国社保基金。 除了个人缴
费、财政补贴、社保基金战略储备等
渠道， 此次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
社保基金， 无疑将形成社保基金来
源的重要渠道。

这一改革举措 ，对于国有企业

发展影响几何 ？在笔者看来 ，划转
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一是
有利于充分体现国有企业全民所
有 ，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增进民生
福祉 ；二是有利于实现基本养老保
险制度的代际公平 ；三是有利于推
进国有企业深化改革 ，实现国有股
权多元化持有 ，推动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 ， 促进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
大。

未来如何管好用好这笔养老
钱？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这笔资
金将专项用于弥补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缺口。 划转的中央企业
国有股权， 由国务院委托社保基金

会负责 ，集中持有 ，单独核算 ，接受
考核和监督 。条件成熟时 ，经批准 ，
社保基金会可组建养老金管理公
司， 独立运营划转的中央企业国有
股权。划转的地方企业国有股权，由
各省级人民政府设立国有独资公司
集中持有、管理和运营，也可委托本
省（区 、市 ）具有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功能的公司专户管理。 这笔专项资
金不会轻易动用， 主要是应对未来
之需。

总之 ，以国家信用和庞大的国
有资本为担保 ，为我国应对未来人
口老龄化 ， 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
障。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洞庭湖水开始“落礁”，非法电
鱼频频“上演”。11月22日傍晚至23
日清晨，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
者与岳阳县渔政干部， 在东洞庭湖
上奋战13个小时， 成功阻击了4起
电捕鱼，抓获10名非法电鱼人员。

今年洞庭湖水比往年退得慢，落
礁时间推迟至11月份。 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接到举报，湖上有人趁机电
捕鱼。志愿者江科明深恶痛绝：“电捕
鱼是大小鱼通吃的搞法，违法者在湖
边设有暗哨， 反侦查能力越来越强，
难以抓获现场和取证。”

连日来，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布
置协会洞庭湖东、西线巡逻队员收集
情报并随时待命。11月19日，协会负
责人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带领志愿
者在南洞庭湖上，协助湘阴渔政阻击
非法捕鱼，截获24条电鱼船。

11月22日下午， 一场新的秘密
行动悄然进行，志愿者范钦贵、江科
明组成的先遣队很快到达预定水域
潜伏下来。志愿者常勇、张恒，以及岳
阳县渔政局城陵矶站站长彭向明，联
合组成突击队，秘密潜伏在湖边。

“‘飘尾’有动静 !”11月23日0时
10分，先遣队发现“猎物”。先遣队、
突击队员神不知鬼不觉摸进飘尾水
域，拿下2条电鱼船、4个非法电鱼人。
违法者来自沅江市和南县。大伙紧急
将电鱼人、电鱼船、渔获物送往岳阳
县渔政局城陵矶站水上趸船。现场取
证、翻开电网时，渔获物大都是些长
不过食指的小鱼。

半个小时后， 再次接到前线2名
志愿者“发现电鱼船”的紧急呼叫。大
部分人又火速转战金门港水域增援
先遣队，拿下2条电鱼船、3个电鱼人，
其中2人是湖北监利县人，1人是岳
阳县人。

凌晨的洞庭湖，气温陡降，冷得
像个“大冰箱”。4时50分，勇士们带
非法电鱼人员返回渔都码头，转交渔
政执法大队途中， 又逮住了1条电鱼
船。电鱼人是岳阳县的夫妻俩。

5时39分， 大伙途经楼西湾水
域，截住了1个背包式“电鱼贼”。渔政
大队人马赶到渔都码头渔政公务船
上汇合，开始连夜集中办案。

清晨，江豚卫士“四战四捷”的消
息在微信群、朋友圈传开，引来纷纷
点赞。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脱冬

11月25日10时53分， 岳阳市南
湖岸边 ， 斑嘴鸭“冬冬 ” 带着
HQBG2512S号野生动物追踪器，冲
出鸟笼， 飞向烟波浩渺的南湖深处，
一旁休闲的市民和志愿者一阵欢呼。
志愿者王鸽音说：“让志愿者和市民
参与放飞，能带动更多的人参与野生
动物保护。”

11月21日，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
会巡逻队员范钦贵、江科明、徐沐辉
等长途奔袭12小时， 在东洞庭湖黑
咀、 河口水域救护被困小鸟4只、斑
嘴鸭1只，小鸟已放飞。为影响更多市
民参与救鸟、护鸟，志愿者将斑嘴鸭
带回协会，精心喂养，择机放飞。

江豚保护协会秘书处联系环球
信士科技有限公司，商定给斑嘴鸭装
上野生动物追踪器。

25日一早， 长沙环保志愿者周
自然、苏志光和环球信士科技有限公

司技术员欧阳文清，带着野生动物追
踪器，驱车来到岳阳。

10时30分许，志愿者江科明、苏
满意等将鸟儿带至南湖边，巴陵石化
志愿者范建国闻讯， 也赶至湖边。欧
阳文清边为斑嘴鸭装追踪器边讲解：
“鸟儿装上追踪器， 我们就能知道它
飞行的轨迹，也能根据返回的数据判
断它是否安好。”

目送着重返蓝天的鸟儿，周自然
感动不已，当场为志愿者作诗《洞庭
护鸟》：“片鳞片羽皆灵物， 一枝一叶
总关情；入我洞庭即吾友，苍生一一
垂丹青。”

周自然提议给这只斑嘴鸭取个
名。“这只斑嘴鸭在初冬被救于洞庭
湖，就叫它‘冬冬’吧。”徐沐辉的提议
得到大家一致赞同。

据了解，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成
立近6年来，已救护黑鹳、东方白鹳、
中华鲟、麋鹿、江豚等珍稀野生动物
458只。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姚
学文 通讯员 方建中 朱文婕）新妈
妈们深有体会，带婴儿出门很麻烦，
要带开水瓶、奶瓶、牛奶等一大堆东
西。11月25日，在长沙创新设计产业
园创园一周年成果发布会现场，东
方麦田的设计师们发布了他们的一

款设计新品———恒温易冲奶瓶，这
款奶瓶集独立奶粉盒、 奶瓶与加热
保温套于一体，携带方便，泡奶只需
“一扭一摇”，5秒即可完成。 该设计
新品获得1项发明专利、6项实用新
型专利、2项外观专利，上市5个月获
订单10万件。

恒温易冲奶瓶， 只是长沙创新
设计产业园开园众多成果之一。这
次该园展出了园内设计师的设计新
品2000多件，件件令人脑洞大开。如
基准工业设计团队的玻璃“智能磨
边机”，将过去人工操作双边磨升级
为四边磨，可一次性完成玻璃磨边，

还通过智能设计节约用水、 减少排
放，且节能20%左右。

据介绍，目前，长沙创新设计产
业园已聚集设计企业60余家， 并与
15所高校结成产学研联盟， 拥有设
计师1200多名， 获得专利成果50余
项。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黄妙 刘毅

11月19日， 在娄底市娄星区双
江乡新庄村，站在刚建成的新房前，
刘喜红夫妇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身
后的红砖房，就是他们勤劳致富、摆
脱贫困的见证。

一年前， 这一家人还处在贫困
之中。 刘喜红曾是新庄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中有71岁的母亲要赡养，
要照顾身患脑瘫的妹妹，还要抚养3
个女儿。因为家庭贫困，全家7口人
一直挤在祖辈留下的4间土砖房里。

穷则思变。 刘喜红与妻子黄小
红走出大山， 加入到南下务工的行
列。因为文化水平低，他们只能从事
一些体力劳动，收入并不高。在城市

摸爬滚打多年，刘喜红发现原生态、
纯手工的豆制品越来越受到城里人
的喜爱，而自己以前恰好学过“打豆
腐”。

“兜里有糖， 日子不能越过越
苦。”刘喜红决定回家创业。

2014年， 刘喜红带着妻子黄小
红回到老家，干起了“打豆腐”的行
当。

发豆、磨豆、滤浆、烧浆、推浆、
上匣、压石，黄小红跟着丈夫一点一
点学，一点一点摸索。文化程度不高
的她， 记下了一本厚厚的“豆腐秘
笈”。

然而， 创业并没有想象中的容
易，要么豆腐很快就酸了，要么就是
卖不出去。夫妻俩没有气馁，倔强地
坚持了下来。 黄小红说：“想要过上

好生活，首先要能吃苦、有信念，不
能轻言放弃。”

为了开拓市场， 夫妻俩晚上
“打豆腐”，白天送货、联系商户。只
要哪里订豆腐和豆浆， 不管多远、
不管刮风下雨，他们总是第一时间
骑上摩托车送货。“有一次，由于路
面湿滑，我骑车摔倒在地，站都站
不起，担心一车豆腐糟蹋了，又霸
蛮赶紧爬到摩托车那边去看。”回
忆起那段日子，黄小红禁不住泪流
满面。

2017年， 刘喜红夫妇的豆腐事
业迎来了曙光。 娄星区纪委监察局
扶贫工作队进驻新庄村， 工作队队
员结对帮扶刘喜红夫妻俩， 还请来
了专家，帮他们提高打豆腐的手艺。

通过专家指导， 夫妻俩学会了

如何保证热天的豆腐不变酸，“打”
出来的豆腐鲜嫩、爽滑。同时，扶贫
工作队还通过电商平台和“朋友圈”
“生活圈”“工作圈”推广刘喜红夫妇
的产品。原汁原味的高品质豆腐，很
快成了“香饽饽”。

刘喜红开心地说：“现在每天可
以卖10匣豆腐。虽然天气越来越冷，
但销量还在增加。”“忙的时候，一天
只能睡4个小时，但看到自己做的豆
腐都能卖完， 再苦再累也高兴！”谈
起红火的生意， 黄小红脸上尽是喜
悦。

“在扶贫工作队帮助下，我们计
划扩大生产规模，建一个100平方米
左右的豆腐加工作坊， 由单纯的豆
腐发展到豆腐干、油豆腐、麻辣豆腐
等。”刘喜红信心满满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入冬后，是榨油的好时节。11月
23日， 记者走进郴州市苏仙区栖凤
渡镇湾塘村，沁人心脾的茶油清香扑
面而来。循着油香，记者来到村里茶
籽山上的榨油房，师傅们正忙得不亦
乐乎，选籽、烘干茶籽、蒸煮茶饼、上
机榨油……

湾塘村是苏仙区油茶主产区之
一， 村民437户1847人， 种植油茶
4500多亩。这阵子，村民们陆续将晒
干的茶籽送到村里的土榨油坊榨油。

“快来看看我的茶籽！今年茶籽
结得特别好。” 湾塘村4组村民谭小
国开着三轮车拖着茶籽来到榨油坊，
他告诉记者，今年气候好，油茶大丰
收，比去年增收两成多。

“你今年赚三四万元没问题，明
年换个好车开。” 在榨油坊务工的村
民曹小香一边帮谭小国把车上的茶

籽卸下来，一边跟他开玩笑。
曹小香家里林地少，但今年在原

有10多亩油茶山的基础上，新种了5
亩。她把茶籽直接卖给村里引进的油
茶企业，收入也不错。空闲下来，她到
企业的油茶基地、 榨油坊帮帮忙，每
天可赚70元左右。

据了解， 为了壮大茶油产业，湾
塘村充分发挥湖南林之神玉泰农庄
有限公司的带动作用，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方式，成立油茶专业合
作社，吸纳村民或以林地入股成为社
员，按效益分红；或以茶籽订单销售
成为会员，带动大家一起发展。

“村民还可以选择自产自销，自
榨的茶油如果不好卖，合作社愿意按
统一的收购价收购。”谭小国说，有合
作社支撑，加上自己勤“吆喝”，销售
不成问题。最近几天，每天都有人开
车来村里买茶油， 每公斤120元，很
抢手。

谈经论市

为国有资本“输血”社保基金点赞
洞庭湖水“落礁”，电捕鱼抬头———
江豚卫士“四战四捷”

插上“翅膀”返蓝天

湾塘村里茶油香

奶瓶泡奶只需5秒 玻璃磨边一次完成
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设计新品令人脑洞大开

创业记 豆香溢满农家屋

11月26日，市民在参观
展出的设计精品。 本月25日
至月底，长沙“壹起”设计展
在雨花经开区内的中国 (长
沙) 创新设计产业园内免费
向公众展出。 展览汇集了智
能机械、智能家电、陪护机器
人、 特种作战防护装备等多
个领域的2000余件设计精
品， 展示了长沙本土创新设
计实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