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晗

初夏时节，风光明媚，正是踏青
游园的好时节。5月18日下午，记者
来到长沙市雨花区圭塘河畔， 只见
溪水潺潺，岸芷汀兰；水天一色，风
月无边……好一幅醉人的滨河生态
美景。

“过去十来年，这条河都是一条
‘龙须沟’，河水又黑又臭、垃圾成堆，
没想到如今变成了生态景观河。”在
圭塘河边住了一辈子的退休教师刘
淑兰， 正带着小孙子在河边摸鱼。她
感慨地说，这种家门口祖孙玩水同乐
的场景，以前只在梦里出现过。

圭塘河发源于雨花区跳马镇鸭
巢冲的崇山峻岭中， 全长28.26公

里，沿岸居民将其称为“母亲河”。
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 大量生

活污水、 生产废水和各种生活垃圾
进入河道， 圭塘河一度成了污染严
重的“龙须沟”。

事实上，雨花区建区以来，对圭
塘河治理的脚步从未停歇， 但效果
不佳。 为了真正实现还市民碧水蓝
天，还“母亲河”水清岸绿，近年来，
雨花区积极破解城市治污系列瓶颈
问题，转变治理理念，引进德国汉诺
威水协为顾问，以城市“双修”和海
绵城市理念改造治理圭塘河。同时，
健全管理体制， 集合多方力量成立
了圭塘河流域综合治理指挥部，由
区领导担任河长，全天候现场办公。

河流整治和生态建设，资金是一

个难题。雨花区创新建设模式，以河
治河、以河养河。由政府联手企业，通
过市场化运作，加快生态整治和产业
开发，为流域治理提供人才、资金、技
术、运营、维护方面的长效保障。

5月上旬，在国家生态环境部和
住建部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联
合督查行动中，圭塘河ABCD4段民
意调查满意度均达100%，流域综合
治理工作受到中央环保督查组高度
肯定和好评， 被国家生态环境部官
网重点推介。

河水能否长治久清，
市民有没有获得感， 是衡
量圭塘河治理是否成功的
重要标准。“现在的圭塘
河，不仅水清景美空气新，

还能在岸边逛街休闲。”刘淑兰奶奶
告诉记者，过不了多久，圭塘河边还
会建起湿地公园、足球小镇等。

入夜， 漫步重焕美丽和生机的
圭塘河，喜盈门·范城、五江天街等
现代化高楼的时尚气息扑面而来，
五彩霓虹次第点亮， 大人们在广场
上翩跹起舞， 孩子们在草地上嬉戏
打闹。

昔日的“龙须沟”，已经蝶变成一
条串联起绿色与经济的“生态河”。

中央环保督查组点赞圭塘河流域综合治理———

“龙须沟”变“生态河”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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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0日，第六届中国(湖南)国际
矿物宝石博览会进入第三天， 像前一
天周六一样，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人山
人海， 不少长株潭及郴州本地市民来
这里一睹矿物宝石的璀璨光彩。

上午9时开始，会展中心就迎来大
批游客，通过电子刷票仪的记录，一个
多小时馆内的人数就突破了1万人次。
场馆安检工作人员介绍， 大部分市民
是来购买宝石纪念品， 也有部分市民
带着孩子来参加科普活动， 作为主场
馆的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人气爆棚。

“这次我参展带来了萤石、方解石
等各色展品。” 来自德国的展商Stef-
fen� Dettmann说，他最贵的一块恐龙
化石， 这几天都被观展者围得水泄不
通，这是他第六次参加矿博会了，中国
观众对矿物晶体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惊叹“中国人多”的还有来自巴基
斯坦的展商穆罕默德·埃加兹， 他带来
了全世界最大的单晶体海蓝宝石参展，
这块单晶体的海蓝宝石重14公斤，是从
巴基斯坦被挖掘出来以后，首次在中国

展示。此外，他还带来了很多高品质的
水晶。他说，这次参展很有收获。

郴州国际会展中心人气最旺的，当
属“镇会之宝”———恐龙木乃伊化石的
化石馆，会展中心里带着小孩来的家长
们无不冲它而来，在化石馆前排队的长
龙一波接一波。恐龙木乃伊化石相对于
普通恐龙化石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保存
着恐龙的皮肤。该化石长约12米、宽约
3.5米、高约1.8米，发掘于美国，现藏于
中国台湾， 保持了恐龙70%的完整性，
系首次在大陆公开亮相。

“哇，终于看到‘真的’恐龙了！”来
自湘潭的周女士带着5岁的女儿周六
就来郴州观展了， 她说：“这届矿博会
有很多孩子们科普的内容， 我女儿看
了一天不过瘾， 今天进馆再睹恐龙木
乃伊化石风采。”

“周末这两天的观展群众及淘宝客
达14万多人次。” 矿博会郴州筹委会有
关负责人介绍，为维持展馆秩序，矿博
会安保工作组对警力部署、 安检防爆、
视频监控、消防安全、车辆停放、应急疏
散等环节进行了周密部署。同时，活跃
在展馆每一个角落的志愿者， 指引、疏
导人流，确保会展安全有序进行。

湖南日报5月20日讯（记者 颜石
敦 通讯员 赵一璐 姚铮铮）“竞拍看
准，举牌不悔。”今天，郴州国际会展中
心二楼拍卖厅座无虚席， 一场精彩的
大众矿晶拍卖会激烈进行着。据了解，
矿晶拍卖是“矿晶珠宝时尚周”系列活
动之一。

5月18日，为期5天的第六届中国
（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在郴州拉
开帷幕。郴州国际矿物宝石博览
有限公司总经理郑建蓉介绍，展
会期间，他们精心设置了
“矿晶珠宝时尚周” 系列
活动，包括通天珠宝专场
秀、“矿晶之星” 评选、精
品矿晶拍卖会、大众矿晶
拍卖会、马其顿红酒品鉴
会等。本届矿博会开幕当
天，通天珠宝专场秀在郴
州国际会展中心闪亮登

场。几位美女身着旗袍、手持临武县通
天玉制品， 把玉石的灵韵与旗袍的古
典气息演绎得淋漓尽致， 引来观众一
片赞叹声。

“矿晶珠宝时尚周”系列活动的举
办， 既集中展示了矿物宝石企业的特
色、品牌与实力，又吸引了社会大众、
专业人士对矿博会的关注， 加深了人
们对矿物晶体的认识了解。

�荨荨（紧接1版）全省共建成国家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14个，省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282个； 国家级重点实验
室18个，省级重点实验室204个，已
形成湖南农科院超级杂交稻专家群
体、国防科大超级计算机专家群体、
株洲中车电力机车专家群体、 中南
大学冶金材料院士群体、 长沙重型
建筑机械专家群体、 湖南广电人才
群体等六大高端人才群体，“人才湘
军”品牌享誉中外。

数字无声，却是湖南围绕产业转
型升级， 积极构建人才规划新布局、
拓展人才引进新渠道的生动注解。

科技人才带上技术、
带上真情 ， 到最需要的
农村去

作为农业大省， 湖南是全国扶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要实现如期
脱贫，除了政策、资金、项目之外，最
关键的因素还是人。

“鼓励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一
线担任科技特派员、科技副县长、特
聘专家，派出期间保留原工作岗位、
编制、工资福利，职务职称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晋升”“鼓励有条件的地区
实行基层专业技术人才高级职称即
评即聘”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出
台一系列政策“干货”，支持专业技
术人员到农村扶贫、扶智、扶业。

而源于“为农民进行公益性服

务”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正是鼓励科
技人才带上知识，带上技术，带上真
情，到最需要的农村去，领着农民兄
弟富口袋、富脑袋。

自2005年首批40名优秀农业专
家奔赴湘西播撒科技致富的“种子”
开始，10余年来，2.3万余名科技人才
前赴后继投身农村基层一线。仅
2016-2017年度，各级科技特派员共
主导实施各类科技开发项目918项，
引进推广新技术1952项，组建合作经
济组织或专业协会382个。

在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的激励
下，人才服务脱贫攻坚工作也从“单
打独斗”升级为“团队作战”。

从省经信委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到麻阳苗族自治县科技扶贫专家服
务团团长， 刘训对自己身份的变化
“适应较快”。挑选“土秀才”团员、摸
清麻阳产业“家底”，初入麻阳的短
短一个月， 刘训“忙并快乐着”。靠
“互联网+” 提升农业产业质量，用
青山绿水连接第一、 三产业……刘
训说，有政策鼓励、有团队合作，他
们有信心把科技变成生产力、 用科
技提升生产力。

今年4月， 我省向51个贫困县派
出了51支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
由科技副县长担任，每团确保至少包

含5名实用型技术专家， 在基层开展
为期两年的科技扶贫服务工作。目
前， 科技专家服务团已全部选派到
位，省市县三级同步选派科技特派员
5000余名， 实现了科技扶贫专家服
务团覆盖所有贫困县、科技特派员覆
盖所有贫困村“两个全覆盖”。

向用人主体放权、为
人才松绑

4月26日， 省人民医院首次职
称自主评审结果公示， 陈某在副主
任医师公示名单中没有找到自己的
名字。 虽有失落， 但他更多的是服
气：“从笔试、 客观能力评价再到面
试， 自主评审对医护人员的综合素
质进行x光式考核， 最后晋升的这
些人确实比我优秀。”

人才适不适用、怎样用好，用人
单位最有发言权。 根据芙蓉人才行
动计划明确的“放开人才职称评审”
要求，省人民医院、省农科院、中联
重科等单位成为职称自主评审试点
单位，评什么人？怎么评？都由用人
单位自己说了算。

人才工作如棋局， 机制活则满
盘皆活。 芙蓉人才行动计划破除体
制机制的藩篱，向用人主体放权、为
人才松绑， 充分释放人才创新创造

活力。
创新人才管理机制。 全省在总

量内调剂事业编制， 设立事业单位
人才编制管理专户， 为高精尖人才
引进提供编制保障； 放开人才职称
评审，全省122所高校自主评审实现
全覆盖，科研院所、公立医院、高新
技术企业等开展职称自主评审试
点；放开人才居留、落户门槛，放开
人才社保、购房，放开人才子女就学
条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系统性地
简政放权。

加大人才激励力度。树立市场思
维，在人才引进、收入分配、股权激励
等方面遵循市场原则，通过依规放开
人才股权激励，放开事业单位人才收
入分配，充分发挥市场在人才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让人才名利双收。

人才体制机制松绑后释放的活
力，正激荡创新引擎加速运转。据不
完全统计， 通过全省重大人才工程
项目引进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累
计主持和参与科研项目1829项，其
中国家级785个，省部级1044个；获
得重要科研学术奖励465项，其中国
家级123项、省部级342项；获得授权
专利3000多个。目前，全省创新综
合实力升至全国第12位， 专利综合
实力升至第7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
高3.6个百分点，获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94项，连续保持全国前7位。

芙蓉国里，人才高地正崛起

聚焦郴州矿博会

双休日14万多人次逛矿博会

“矿晶珠宝时尚周”精彩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