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蔡颂）今天，第一届湖南省高
校学生跨文化能力大赛在湖南师范

大学外国语学院启动。
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塑

造中国国家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传

播中国声音，离不开具有国际视野的
跨文化人才。 举办跨文化能力大赛，
旨在通过创建赛事平台提高高校英
语教与学的有效性，推动英语教学实
践环节的发展与完善，满足国家和社
会对具有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外语人
才的需求。

此次比赛由湖南师范大学主办,
主要面对湖南本科院校在读学生，不
限专业和年级。全省37所本科院校的
学生将参赛。大赛分初赛、赛前培训、
复赛和决赛四个阶段，主要考察学生
在多元文化环境和跨文化语境下，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首届高校学生
跨文化能力大赛启动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曼）今天，为期一
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
政理论研讨会暨2018年全国高校
财政学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会”在
湖南大学举行。 来自全国18所高
校的30余位专家学者， 就如何在
双一流建设中努力构建有中国特
色的财政学体系、进行服务国家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研究，
促进新时代财政学教学理论和学
术研究成果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入
研讨。

会议由全国高校财政学教学
研究会主办。会上，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杨灿明教授、武汉大学吴俊培教
授、江西财经大学蒋金法教授、山西
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申长平教授、
吉林财经大学赵惠敏教授、上海财
经大学刘小兵教授、中央财经大学
白彦锋教授和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刘寒波教授等作了主题演讲。此外，
参会专家还围绕新时代财政学基
础理论研究、新时代财政学学科建
设创新与实践、新时代财政学教育
理论与实践展开了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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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记者 曹娴）
省环保厅近日公布2018年湖南省第一
批环境保护黑名单，共34家企业。

从黑名单上公开的违法信息可见，
这批企业大多存在超标排放、私设暗管
偷排、不正常运行或停运污染物治理设
施、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此外，一
些企业存在重金属超标排放以及非法
转移、处置危险废物等环境违法行为。

据介绍，黑名单公布之日起10个
工作日内，市州环保部门应将认定结
果告知企业， 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对
整改不力的依法查处。

我省自2017年8月起实施《湖南
省环境违法黑名单管理办法暂行办
法》， 黑名单管理对象主要包括排污
单位、 环境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
根据这一办法，如果企业出现私设暗

管排污，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拒
绝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现场监督检查、
阻挠现场执法等11种环境违法行为，
将被列入黑名单。

一旦上了“黑榜”，企业不仅面临处
罚、整改，还将在多方面受限制，包括：
实施黑名单管理期间相应调整其环境
信用评价等级； 不予安排环境保护专
项资金项目、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循环

经济试点项目； 在其他部门组织的评
优评先活动中出具否定性意见等。

黑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 黑名单
管理期满且失信行为未消除的继续
实施黑名单管理。被纳入黑名单管理
的排污单位如积极实施整改、成效明
显，可在黑名单公布之日起3个月后，
向省环保厅提交书面解除申请，并附
相关整改证明材料。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 （记者
郑旋） 一辆渣土车进入工地现场，
监管人员就可从监控中完整看到
车牌、整洁程度等有关情况，并实
时掌握车辆的去向，这是目前在长
沙市开福区率先试点的“智慧环
卫”渣土处置工地及消纳场视频监
控系统。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城管执
法局渣土处获悉，5月底前，全市5
万立方米以上的工地将完成视频
监测机器建设，至7月底前，城区所
有工地实现全覆盖。

在开福区潘家坪路富兴工地
入口处不远， 有1台监控球机和2
台监控枪机24小时运作。 开福区
环卫局副局长彭彬介绍， 通过球
机， 渣管办工作人员可以监控工
地出入道路洁净程度和洗车设备
是否正常；通过枪机，则可对工地
施工情况进行360度“无死角”管
理， 全方位掌握所有设备作业情
况。同时，工地还安装有2台车牌
识别系统， 对渣土车辆身份进行
核实查证； 所有巡查车辆和渣土

管理人员也分别配备车载执法监
控设备和APP专用手机， 渣土施
工工地、消纳场、渣土运输公司、
渣土现场监管人员实现全过程、
可视化和实时化精准监控。

目前，开福区“智慧渣管”系统
与市渣管处统一安装的渣土运输
车载GPS数据已实现互联互通，进
入开福区范围内的渣土运输车辆
将全部纳入“监管”。据了解，随着
各区监控设施陆续配置到位，7月
底前，全市所有渣土运输行为都将
纳入“监管”。

自今年全面打响蓝天保卫战
以来， 长沙已排査渣土施工工地
221个,检查达标126个；排査渣土
消纳场122个， 检查达标102个,对
22个非法消纳场点全部实现永久
关停和复绿处置； 排查车辆3015
台， 发现问题1623个， 整改1395
个；同时，坚持严管重罚，办理蓝天
保卫战相关案件572件, 罚款金额
达200余万元， 渣土扬尘治理3个
月“治标”初见成效。

抖落“一身黑尘”
走向“绿色铸都”

———看嘉禾铸锻造业如何转型升级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 （记者
曹娴）为打好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
两大攻坚战，促进革命老区“红色”
基因与生态环保“绿色”基因相融
合，4月21日，“红都” 生态行活动
在韶山市毛泽东广场正式启动。

该活动以“追寻红都绿色足
迹，探索红都绿色崛起”为宗旨，中
国环境报社采访组将走进韶山、瑞
金、井冈山、延安、古田、遵义、西柏
坡等革命“红都”，对革命老区继承
和发扬红色传统、 推进绿色发展，
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宣传。

据介绍，革命老区的生态环境
普遍较好，多处于江河源头等环境
敏感地带。这就要求脱贫的同时要
避免破坏生态，找到发展与保护的
利益平衡点。为此，本次活动设置
了专家调查研讨环节，邀请生态和
经济方面的专家，共同探讨红色革
命根据地可持续发展方略，为革命
老区建立绿色产业体系、实现绿色
崛起献计献策。

此次启动仪式由中国环境报
社、湖南省环保厅、湘潭市政府、光
大国际联合主办。

“红都”生态行在韶山启动
促进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与生态环保

“绿色”基因相融合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见习记
者 彭艺）20日下午，《新思想 新
时代———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专题文艺晚会》在长沙红色剧院
举行，喜闻乐见的宣讲，精彩纷呈
的文艺演出， 赢得了观众阵阵掌
声。

本次晚会由中共益阳市委宣
传部主办，借助湖南益阳特有的花
鼓戏、快板书、益阳弹词、现代歌舞
等艺术形式，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分8个场次和盘托出、 系统展

示。6场主体内容包括新成果、 新变
革、新时代、新思想、新征程、新部
署，构成了一堂完整的理论大课。观
看演出的2018年第一期全省哲学
社会科学教学科研骨干研修班学
员表示，新颖的演出方式，让十九大
精神宣传更具吸引力、感染力。

据悉，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完整搬上艺术舞台，在我省尚不
多见。目前，该文艺晚会共演出60
多场，观众达3万多人，获得了广泛
好评。

学习新思想 礼赞新时代
学习十九大精神

专题文艺晚会举行

湖南日报4月21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刘异 石文 ）4月21
日至4月22日，以“回归美好生活
的家庭教育”为主题的第二届新家
庭教育文化节在长沙举行。30余
位教育专家学者共聚长沙，共商新
时代下的家庭教育之计。

本次文化节由中共湖南省委
宣传部、湖南省教育厅指导，湖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主办。

主论坛上，知名教育家朱永新
作了题为“家校共育合作，创造美
好生活”的主旨报告，提出“更好的
教育，才能有更好的生活，家校合
作共育是激活教育磁场最重要的
方法”。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陆
士桢、四川省特级教师李镇西等也

发表了演讲。
开幕式后，李玫瑾、李镇西等

教育名家还走进长沙市长塘里小
学、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
学等6所学校， 同近万名家长分享
他们的“育儿经”。据悉 ,湖南教育
出版社还将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
行一起，组织专家走进百余所学校
开展公益讲座，为更多学生家长带
来丰富的家庭教育指导。

开幕式上，“家校共育网”正式
上线。家校共育网聚合了国内高端
优质教育资源，面向学校、家庭、社
区提供育儿课程、亲子阅读、专家
问诊等个性化精准方案，并免费提
供给用户使用。家校共育网已经制
作了数千堂家庭教育课程。

第二届新家庭教育
文化节在长沙举行

建筑工地装“天眼”，渣土运输“现场直播”
长沙所有工地

将实现视频监控全覆盖

34家企业上榜环保黑名单
存在超标排放、私设暗管偷排、不正常运行污染物治理设施等环境违法行为

湖南大有养殖发展有限公司
湘潭市湘鑫乡环保保温材料有限

公司
常德市鼎城洞庭纸业有限公司
汉寿县鑫达纺织有限公司
常德市穗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永兴县长丰冶炼厂
湖南东日钢结构有限公司
衡东县金龙矿业有限公司

会同县春晖造纸有限公司
会同县惠杰特种纸纸业有限责任

公司
新晃华东硅锰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新康牧业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富旺煤矿
冷水江市石湾砖厂
娄底市恒盛新材料责任有限公司
洞口县林浪包装纸厂

邵阳市锦城矿业有限公司
邵阳县合山养猪场
新宁县阳敦松养殖场
凤凰县龙鑫矿产品有限公司
泸溪县金旭冶化有限责任公司
永顺县大继成化工有限公司
益阳市鼎盛混凝土有限公司
湖南中技桩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益鑫纸厂

沅江市华麟卫生纸厂
蓝山县金源纺织有限公司
永州市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岳阳玉成橡塑有限公司
湘阴县佳亿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岳阳市吟香阁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兴湘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昕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慈利县家家乐环保炭厂

附：湖南省环境保护黑名单（第一批）认定结果

18所高校专家学者聚长
研讨构建中国特色财政学体系

湖南日报记者 白培生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邓和明 罗飞雄

一年前，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进驻湖南后，“江南铸都”嘉禾县铸锻造业因环保问
题突出，8成铸锻造企业被责令停产整改，250多个烟囱被拆除。有人担心，“江南铸都”
是否会从此“一蹶不振”？

一年后，4月17日，记者从嘉禾县统计部门了解到，自去年4月以来，当地铸锻造企
业数量虽然大幅减少，但铸锻造业仍完成总产值163.02亿元，同比增长10.91%。

嘉禾铸锻造业产值为什么不降反升？嘉禾县委负责人说，加快转型升级，让嘉禾铸
锻造业实现了凤凰涅槃。

因铸锻而兴，因铸锻而困

铸造，在嘉禾民间叫“翻砂”，旧
时称为“打铁”。《嘉禾县志》记载，嘉
禾铸造始于明末清初， 至今有300多
年历史。

袁家镇是嘉禾铸造起源之地，也
是开国上将萧克的故乡。萧克将军曾
多次说：“嘉禾人是打铁的，也是铁打
的。”

近日， 记者走在袁家镇的街道
上， 仍能感受到嘉禾铸造无处不在
的痕迹。 袁溪路是袁家镇通往塘村
镇的必经之路，全长2公里多的道路
旁，到处是铸造作坊，道路被煤渣染
得漆黑， 各种废弃的铸件也堆放不
少。

沿袁溪路往前走， 在大兴村，有
一家叫“富豪”的铸锻造厂，里面传出
敲敲打打的声音。老板姓肖，今年46
岁。他说，小时候，他就帮父亲打理铸
造车间，生产一些打谷机、拖拉机的
零配件。这间200平方米的铸造作坊，
就是父辈留下来的。

“我们厂最辉煌的时候是在上世
纪90年代，那时，一个月就有8万多元
订单。不过现在，我们的产品基本没
有市场了。”肖老板无奈地说。

除了袁家镇， 隔壁的龙潭镇、塘
村镇、车头镇，也是传统铸锻造业之
乡。“这几个乡镇曾经占据嘉禾铸锻
造业9成份额， 现在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 嘉禾县铸造协会秘书长雷雄志
告诉记者， 嘉禾铸锻造业辉煌时期，
全县有将近500家铸锻造企业， 年产
铸件近80万吨，产量居全省第一。

雷雄志说，过去，嘉禾铸锻造业
散小黑粗，“家家点火，户户冒烟”，但
整体规模大、产品多。2012年，嘉禾被
中国铸造协会授予“江南铸都”称号，
2015年又被中国锻造 (压) 协会授予

“中国锻造之乡”称号。
嘉禾工业，因铸锻而兴，也因铸

锻而困。 随着铸锻造业迅速扩张，家
庭式管理、产品低端、能耗大、污染大
等弊端日益暴露出来。

嘉禾铸锻造业转型升级， 势在
必行。去年4月，中央第六环保督察
组进驻湖南第一周， 就交办涉及嘉
禾铸锻造业的群众信访举报件20
件， 占同期郴州市收到的环保督查
交办件总数的一半。

“江南铸都”，面临着生死攸关
的考验。

嘉禾县委、县政府咬紧牙关，果
断出手。从去年5月开始，该县全面
部署开展淘汰落后产能、 推进铸锻
造业转型升级，对当时全县256家铸
锻造企业逐一检查、摸清底子，并根
据检查结果提出整改要求， 限期拆
除5吨以下冲天炉。

“铸锻造产业为我县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长期以来
形成的‘小散乱污’问题逐步积累，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日益凸显。”嘉禾

县经济和科技商务局
总经济师李顺潮介绍，
县里按照“技改提升一
批、 整合入园一批、停
产整顿一批” 的总体思路，
对全县铸锻造业开展了力度空前的
专项整治工作。

2个月内，嘉禾县先后停产整顿
铸锻造企业76家， 依法取缔关闭落
后企业50多家，190多家企业自行
拆除“冲天炉”250多座。

同时， 嘉禾县引导相关企业整
合资源、抱团发展，集中资金进行技
术改造，很快形成了以巨人机床、雄
建机床、 龙威铸造等为龙头的机床
铸件组团，以众合铸业、精艺铸造为
龙头的木工机械铸件组团， 以福顺
实业为龙头的泵阀铸件组团， 以飞
恒合金为龙头的耐磨铸件组团，以

恒远铸业、 永华工贸为龙头的生活
电器燃具类铸件组团，以红德机电、
南宏铸造、 鼎新铸造为龙头的汽车
铸件组团等。

据统计，目前，嘉禾铸锻造企业
已由整治前的256家减少为147家，
但铸锻造企业平均年产量由3000
吨左右提高到了1万吨以上。 去年，
铸锻造企业纳税比上年增长150%。
全县已有106家铸锻造企业使用中
频炉和电熔炉，每年节省标煤6.4万
吨。

嘉禾， 正在变身为没有烟囱的
“绿色铸都”。

在嘉禾县巨人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自动消失模车间，高精度、全自动
化的机械设备正在运转。 一大批几
近成型的模具整齐排列， 再经过几
道加工工序， 它们就会变成一台台
数控机床。

“我们公司铸造的高速冲床产
品，材质与普通铸件不同，金属品相
细密度及抗磨抗压强度特别高，产
品广泛用于国内众多高新企业做机
床，取代进口，市场前景很好。”巨人
机床董事长廖巨清介绍， 公司能有
今天，靠的是技术创新。

其实， 在中央第六环保督察组
进驻湖南前， 嘉禾县就积极推动铸
锻造业转型升级， 县里大力支持铸

锻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开发
先进的铸锻造精细化生产技术，促
使铸锻造业从粗放经营、高投入、低
产出、 资源消耗型向集约化、 投资
少、高效益、资源节约型方向发展。

近年来， 嘉禾县加强与湖南大
学、 中南大学、 中国铸协等相关单
位、机构合作，每年还安排产业引导
资金6000万元，鼓励企业运用新技
术、新工艺，为铸锻造业转型升级打
下了基础。

同时， 嘉禾县支持企业开展科
技创新， 加快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
水平。去年，全县申请专利157项、其
中发明专利20项， 获专利授权113
项、其中发明专利9项。

“目前，县里有32个基地(公司)
项目获国家、省、郴州市科技部门立
项扶持。”嘉禾县经开区主任刘四光
说，通过科技创新，县里大批铸锻件
走向高新精尖， 由普通硅铁提升为
铜、铝、钢、合金铸钢等高强度合金
铸件，压铸、低压、金属型离心等优
质高附加值铸件产量大幅攀升。目
前，全县铸锻造产品有上百个品种，
涉及市政工程配件、机电配件、建筑
机械配件、 汽车配件、 玻璃机械配
件、 纺织机械配件和通用机械配件
等多个种类， 获得中国驰名商标1
件、湖南省著名商标8件，在江南铸
锻造市场占据55%以上的份额，并
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转型升级，组团发展

科技创新，锻造品牌

嘉禾县坦塘工业园。（资料图片） 嘉禾县委宣传部提供

� � � � 嘉禾县坦塘工
业园， 巨高公司智
能化生产车间。（资
料图片）

嘉禾县委宣传
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