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李国斌）12
月3日，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华民慈善基金
会理事长卢德之《论共享文明》新书发布会在
清华大学举行。著名伦理学家、湖南师范大学
资深教授唐凯麟，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
功成等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

在《论共享文明》中，卢德之面对21世纪
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会深刻变局和
加速变革，以全球的视野，阐述了“共享文明”
的理论体系，并在此语境下，提出了人类文明

协同发展的新形态。
与会者对《论共享文明》一书给予了充分

肯定与高度评价。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中
国伦理学会会长、 本次会议的组织者万俊人
教授表示， 共享发展理念是时代大潮的主旋
律，共享文明的提出是对人类文明的新贡献。
郑功成教授高度评价《论共享文明》的理论价
值。他指出，中国最新的经验就是国内奉行共
享发展理念，这是国家发展理念的升华，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世界发展理念的升

华。在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盛行的今天，以追求
共享发展终极价值、 探究人类文明创新发展为
主题的《论共享文明》一书堪称一股强劲有力的
清流， 为重建全球治理规则和矫正失衡的利益
格局提供了一块正义的理论基石。

卢德之，湖南桃江人。他多年来致力于现代慈
善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 特别是他提出的以资本
精神、走向共享、共享文明为核心概念的资本与共
享理论， 在海内外产生了日益广泛的影响。《论共
享文明》是卢德之在出版《走向共享》《让资本走向
共享》《资本精神———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力量》
《论资本与共享———兼论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重
大主题》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关于“资本与共享”的
著作，也是其“资本与共享”三部曲之一。

提出了人类文明协同发展的新形态
卢德之新书《论共享文明》在京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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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一轮明月高挂树梢， 月光洒进了沅陵县
二酉乡树坪村村部。近日一个晚上，怀化市委
书记彭国甫与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乡村干部
和贫困群众倾心交谈。 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的
商议， 确定了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的
路子。

听实话，察实情，出实招。参加完党的十
九大回来，彭国甫马不停蹄走进深度贫困村，
宣讲十九大精神，与大家商讨脱贫之策。

彭国甫说，党的十九大开幕当晚，他仔细
研读十九大报告，读到“脱真贫、真脱贫”这句
话时，一个“山果”的形象闪现在眼前，他感到
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山果’是网络小说《山果》中的主人公，
小说讲述大山沟里一个贫困女孩， 背着一篓
核桃挤上火车，在车厢里售卖的故事。”彭国
甫说，“山果” 代表的是贫困群众， 自己也是
“山果”出身，灵魂深处有一种“山果”情结，一
定不能忘记现在还是“山果”的人，一定要按
照十九大提出的“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
求，将全市的“山果”变成“甜果”。他向怀化干
部群众推荐了《山果》，并写了题为《为了“山
果”，我们一起加油干》的感悟，目的就是要促
使全市干群心灵相融， 形成一股脱贫攻坚的

强大动力。
彭国甫介绍，近年来，怀化以“绣花”功

夫，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贫困人口
数、 贫困发生率、 贫困村数由2014年87.9万
人、20.6%、1237个， 分别减少到了41.7万人、
9.58%、839个。去年，怀化被评为全省脱贫攻
坚先进市，排一类市州第一位。同时，“四跟四
走”产业扶贫创新项目获省首届创新奖，金融
产业扶贫、党建引领脱贫、“互联网+监督”助
推精准扶贫工作等经验在全省、全国推介。

“但到半途需努力，欲登绝顶莫辞劳。”彭
国甫神情凝重地说， 怀化目前尚有41.7万贫
困人口，这些“山果”是脱贫攻坚的“硬骨头”。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怀化将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战
略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行动指南，按
照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最近
调研怀化扶贫攻坚工作时提出的要求， 紧盯
脱贫攻坚这一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一
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一件事情接
着一件事情办，高质量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确
保今年17.68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 中方县、
洪江市、鹤城区保质保量脱贫摘帽，到2020
年全市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对于实现脱
贫目标的路径，彭国甫成竹在胸。他说，将按

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 坚持市县抓落实的工作
机制， 强化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责任制， 紧扣
“两不愁三保障”目标，按照“五个一批”“六个精
准”要求，层层压紧压实责任。从10月底起，他
先后到中方县、鹤城区、洪江市主持召开脱贫攻
坚摘帽工作推进会，与3县、市、区及有关部门负
责人一起分析现状、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并下
到47个乡镇、49个村，落实脱贫攻坚“三走访三
签字”责任。

“让‘山果’变‘甜果’，要有创新的勇气和智
慧。”彭国甫说，将继续深化“四跟四走”产业扶贫，
创新推进基层党建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把党支
部建在产业链上， 使基层党建成为脱贫攻坚的
“金钥匙”。目前，怀化市正大力推广“连村联创、抱
团攻坚”党建引领脱贫模式，由能人党员牵头，把
周边条件相同、资源一致、产业同向的村联合起
来，适时组建联合党支部，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
放大产业辐射功能。同时，创新推进乡村振兴战
略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全市正在总结推广沅陵
县“扶贫车间”的经验，即龙头企业把车间建到深
度贫困村和易地扶贫安置点，解决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稳得住”和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稳定脱贫的
问题。“扶贫车间”让贫困家庭实现团圆、老人小孩
不再孤单、乡村更加充满活力。随着“扶贫车间”在
怀化形成燎原之势， 贫困乡村将呈现万家灯火、
家家团圆的景象。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刘文韬）
12月3日， 湖南五江集团所辖全国38家子公
司的总经理（董事长）齐聚长沙，利用周末时
间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这也是该企业
第二次组织集中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民
营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进入了
新的发展阶段。”身为全国人大代表、省工商
联副主席的湖南五江集团董事局主席肖安
江说，作为一家集科、工、贸、新材料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民营企业， 要深刻把握历史机
遇，坚定发展信心、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
要求，一心一意发展企业，安心专心用心创
业创新，为湖南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五江集团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融入到企业发展实际， 全面安排部署下阶
段工作。一是助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投资50亿元，在娄底经开区分别建设智
能民用钛产品生产线和4条新的感光干膜
生产线。前者旨在通过生产智能钛电饭煲、
智能钛马桶盖及其他智能民用钛产品，让
国内消费者不用再到国外抢购马桶盖和电
饭煲等生活日用品， 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后者则是生产填补
了国内空白的唯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感
光干膜产品， 以打破国外企业对中国感光
干膜技术和设备的封锁和垄断。 二是捐资
1000万元， 与涟源的贫困村签约结对、村
企共建，实施“金牛脱贫工程”产业扶贫和
就业扶贫， 并为贫困村民提供约500个就
业岗位，年收入3至5万元不等，助力贫困村
民脱贫。三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每年捐资50多万元，为五江集团总部注册
地涟源石门村村民购买医疗保险， 走访慰
问帮扶五保户、 因病致贫和因灾致贫的贫
困户、残疾人等弱势群体。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曾晓风 张平华） 邵东县委宣讲团
宣讲员近日来到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
心， 为这里的企业党员和职工代表宣讲党
的十九大精神。

邵东县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成立于
2016年， 这里聚集了20多家电商企业。今
年，在邵东邮政公司党委引导下，中心成立
党支部，让企业党员有了“家”。这次听了宣

讲，大家深受鼓舞。屋里味农产品公司总经
理李晶说：“十九大报告让我们创业青年找
到了发展方向， 对以后搞好创业更有信心
了。”

据了解，作为民营经济大县，党的十九
大召开后，邵东县依托园区、楼宇党组织，
采取多种形式，向“两新”组织（新经济组
织、新社会组织）人员宣传十九大精神，努
力实现宣讲全覆盖。

誓将“山果”变“甜果”
———访怀化市委书记彭国甫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姚学文 通
讯员 周红）作为一名公民，你知道你生活的
周围都有哪些公益组织， 都开展哪些公益活
动， 当你遇到困难时该如何寻求帮助呢？昨
天， 长沙市雨花区在东塘街道举办公益地图
城市穿越挑战赛，引导更多市民关注公益、了
解公益、参与公益。

近年来，雨花区公益组织快速发展，仅东塘

街道辖区就有公益组织80多家。 这些公益组织
在许多方面起到了替代政府职能， 帮助老百姓
解难帮困的功能。尽管如此，仍然有相当多的老
百姓对此并不了解。为此，东塘街道绘制了湖南
首个社会组织公益地图， 清晰地展示了辖区公
益组织的所在位置、职能、服务范围、服务人群、
联系方式等，并配备二维码，只要用手机一扫，
公益组织的具体情况便了如指掌。

今天的挑战赛，由雨花区委宣传部、东塘街
道社会组织扶持发展中心等发起。 在网络公开
征集报名的基础上，270名志愿者，每4人一组，
组成60多个小组进行挑战。要求参赛者必须以
小组为单位， 在公益地图的指引下， 到指定的
10个社区、18个公益组织中， 分别完成必选和
自选的有关环节活动，再回到出发点。完成时间
短的即为胜利。

9时24分，挑战赛鸣枪。到上午12时结束，仅10
几支队伍完成全部任务，回到出发点。东塘街道办
事处主任黄金说， 这也说明更多市民对公益组织
并不了解，她呼吁更多人士关注公益、参与公益。

湖南首个社会组织公益地图绘就
雨花区举行城市穿越挑战赛关注公益

民营企业深入学习十九大精神
五江集团助力“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邵东向“两新”组织宣讲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市（州）委书记访谈

12月4日，长沙市望城区铜官镇湘江水域，河滩因水位下降而裸露，过往船舶航行缓
慢。近期，湘江航道进入枯水期，受其影响，湘江长沙段与湘阴段水位低，通航能力下降。目
前，省水运系统已打响“战枯保畅”战，长沙、岳阳、株洲、益阳、常德等航道和海事部门进入
“战枯保畅”状态。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湘江进入枯水期 通航能力下降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