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练兵备汛
5月21日上午，湘江湘

潭段湘潭三大桥附近水
面， 湘潭市开展抗洪抢险
实兵演练，110余名官兵、
40余艘冲锋舟进行离（靠）
岸、水中编队、水上救援等
针对性演练， 提高预备役
官兵防汛抢险救灾能力，
为防汛做准备。

方阳 摄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妍 2018年5月22日 星期二
要闻 02

� � � �他是中央苏区“大管家”，红色金
融家，中国共产党卓越的财经工作领
导人，他把宝贵的生命奉献给了中国
人民壮丽的解放事业，天山脚下苍松
翠柏环绕之处，是他长眠所在，他就
是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

毛泽民， 字咏莲， 后改为润莲，
1896年4月3日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
（今韶山市）。毛泽民十多岁时学会了
干农活，也能写会算，在父母相继去
世后，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1921年，
在哥哥毛泽东的帮助下，毛泽民懂得
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毅然选择
从韶山到长沙，投入革命洪流。

毛泽民先是在毛泽东主事的湖
南省立第一师范附小做校务。 1922
年，毛泽东主办湖南自修大学，他又
转到湖南自修大学，学习中，他逐步
接受了马列主义， 并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

1922年底，毛泽民受中共湘区委
指派， 到江西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
动。1923年3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
创办了消费合作社，半年后发展为总
社，毛泽民任总经理。 由于毛泽民等

人的努力， 消费合作社开办得很好，
不仅帮助了穷苦工人，还为党筹措了
经费。 工人们都说“他们大战了一场
资本家，打破了一切工头制，建设了
一个强大的大营寨”。

1931年7月， 毛泽民到达中央
革命根据地， 任闽粤赣军区经理部

部长。年底，被委派筹建苏维埃国家
银行。 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1932
年2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瑞金
叶坪成立，毛泽民任第一任行长。他
采取一系列符合苏区实际情况的财
政政策，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就使
中央苏区统一了财政、统一了货币，
繁荣了经济，保障了军民供给，此外
还沟通了苏区与白区的贸易往来。

在长征路上，毛泽民担任有“扁
担上的国家银行” 之称的十五大队
政委，负责携带160多担黄金、白银
和苏区钞票， 沿途还要负责接收没
收土豪的财物。在遵义会议后，又担
任先遣工作团副团长兼没收征集处
处长，总供给部副部长，承担着管理
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红军
给养的艰巨任务。 在他的睿智领导
下，十五大队克服重重困难，以足够
的黄金、白银和及时的战斗后补充，
为红军行军打仗提供了有力保证。

在长期的艰苦斗争中， 毛泽民
积劳成疾。 1938年他启程去苏联休
养，但当他到达新疆时，因交通中断
未能成行。此时，新疆军阀盛世才打

出“亲苏拥共”的旗号，多次要求共
产党派一名财经能手到新疆帮助工
作。 经中央批准，毛泽民化名周彬，
留在新疆开展统战工作。

此时的新疆因连年战乱， 导致
经济凋敝，物价飞涨。 面对烂摊子，
毛泽民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 大刀
阔斧地开展财政金融整顿。 建立新
疆统一的财政金融系统， 废除旧银
票，发行新币，改新疆省立银行为商
业银行，改革税制，发行建设公债，
制定财政、银行、金库制度及公务人
员奖惩条例， 使几近崩溃的新疆的
财政起死回生，面貌为之一新，有力
地推动了新疆农牧业和文教卫生事
业的发展。

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出
色工作， 赢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信
任，却使盛世才坐立不安。1942年，盛
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关押了
毛泽民等在新疆工作的全体共产党
员。1943年9月27日深夜，毛泽民被敌
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执笔：省委党史研究室 高青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毛泽民：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易露 刘廉明

“刮风导致这里出现垃圾，请相
关单位尽快清理。”5月19日一早，岳
阳市东风湖沿岸风光带岳阳楼区枫
桥湖街道段，街道办事处主任、乡级
河长任鸿初巡河发现状况， 马上通
过“河长”微信群发送信息，并附上
照片和具体位置。 区河长办收到信
息，立马给有关部门下达任务。

约1小时后，环卫工作人员将垃
圾处置完毕，任鸿初予以反馈销号。
任鸿初告诉记者：“10多名各级河长
守护着东风湖近2800亩水面，区委

书记和区长也常来巡湖。 全区实行
区、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河
长制’，共同保护江河湖泊。”

漫步东风湖畔， 杨柳依依，
天蓝水清。“以前东风湖可没有这
么高的颜值。”任鸿初介绍，东风湖
临洞庭、濒长江，因地处传统工业
集聚区，湖水受到污染，出现了黑
臭水体。去年来，岳阳市以中央环
保督察为契机， 大力治理污染，关
停并转污染企业，对受污染水体进
行生态修复。同时，从长远发展谋
划城市建设， 严格按“生态优先”
的要求开发建设东风湖新区。

走进东风湖畔豆制品加工企业

岳阳皓羽食品有限公司， 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个污水处理站和一套废
气集中处理装置，并实行雨污分流，
里面闻不到一点异味。“去年来，区
委、区政府下大力气，对岸上污染源
进行全面整治， 已关停豆腐作坊14
家、洗衣房10家、废塑加工厂17家，
同时引导帮扶企业转型升级， 走绿
色发展之路。”公司总经理尹建平介
绍， 公司环保投入达260余万元，新
建污水处理站，日处理污水200吨，
并由第三方机构每天监控， 确保不
让一滴污水流入东风湖。

阳光下，东风湖畔的湖东路干
净整洁，两旁绿意盈盈。“有一种人

在景中游的感觉。” 枫桥湖街道党
工委书记刘达鸿介绍，这里原来到
处是建筑垃圾，区里对岸上污染源
进行全面整治， 湖东路全线拉通，
建设北路绿化提质全部完成，逐步
实现水清、岸绿、路畅、景美。

推开窗户，湖风挺大，但空气
清新，蓝天绿水让人陶醉，洞庭街
道老居民林自新感慨道：“生态好
了更加宜居。”

如今，东风湖畔悄悄崛起一座
绿色新城。有多年经营经验的老板
汪玲选择来此兴业， 她告诉记者：
“绿色是最大的财富， 我看好这里
的发展前景。”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龙交春 许冬日

5月20日，记者随衡南县林业局
的工作人员从县城云集镇出发，西
行40公里，来到谭子山镇杨湖村。村
子周围山上， 大片大片的树林在阳
光照耀下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成群
的鸟儿在林子上空飞翔、嬉戏。绕村
小河流水潺潺，清澈透明。

村东头有一大片枣园， 泛青的

酥脆枣挂满枝头。40岁出头的村民
谢琼军在忙着给枣林施肥、灌溉。

“这片枣林有1500亩，去年产
酥脆枣100吨，收入50多万元。”谢
琼军乐呵呵地说。

据介绍，杨湖村由原白龙、林陵、
杨湖3个村合并而成， 共有31个村民
小组。过去，这里多紫色页岩，土地贫
瘠，庄稼难以生长。全村606户2721
人中，有建档立卡贫困户66户176人。

2001年下半年开始， 衡南县

对全县紫色页岩地区实行封山育
林。 杨湖村7000多亩紫色页岩区
域，种上苦楝、柏树、栾树等10余
种乡土树种。2002年，杨湖村实施
退耕还林，不少村民自愿在山上适
宜种树的1500多亩旱土上植树造
林，把旱土变成林地。

17年奋斗， 如今的杨湖村山
清水秀，成了花的世界、鸟的乐园。

“山变绿了，水变清了，生态环
境得到极大改善。” 村党支部书记

谢琼民兴奋地说，“昔日红色沙漠，
如今变成了镶嵌在衡南南乡片的
一块耀眼的‘绿宝石’。”

环境好了，一些在外务工经商的
人纷纷回乡投资兴业，谢琼军就是其
中之一。2016年， 谢琼军回乡承包
1500亩荒山，投资500万元种植酥脆
枣等经济林，吸收常年务工的贫困村
民20多人，人均年收入2万元。谢琼军
还投资办起农家乐，每逢节假日接待
观光游客，旅游年收入超过30万元。

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
———共舞长江经济带

水清、岸绿、路畅、景美

东风湖“整”出高颜值

通过封山育林，7000多亩紫色页岩区域种上乡土树种

杨湖村“育”成“绿宝石”

三湘时评

朱永华

前几天， 高温天气提前把人们
带入“桑拿模式”。长沙等地，日最高
气温早已突破35摄氏度。 有小学生
在作文中调侃： 你知道最炎热的地
方在哪？不是非洲，是我们的教室！

孩子的调侃， 道出一个不能忽
视的现实: 即将到来的盛夏季节，对
于大多数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而言 ，
将是一段难熬的日子。 虽然空调早
已经进入家庭和办公场地， 为人们
提供烈日下的清凉。但是，对于很多
中小学生而言， 在有空调的教室里
上课还只是一种奢望。

高温环境下， 教室里仅凭电风
扇很难抵住热浪与酷暑， 这样的学
习环境， 势必会让学生的学习效果
打折扣。因此，给孩子和老师们装上
一台空调， 算得上是一件很急切的
事。

这种呼声其实早已提出， 但是，
因为各种因素的考量， 只有少数学
校的一部分学生实现了这个梦想 ，
如重点中学的高三班教室。 除此之
外， 其他大多数学生只能在电风扇
和 “书扇 ”的辅助下 ，忍受着大汗淋
漓和热气腾腾。

已成寻常之物的空调， 为什么
不能成为师生的一种 “普惠 ”？原因
无非几方面：空调谁来购买？产生的
电费如何分担？ 会不会给家长带来
新的负担？ 这么多学生呆在空调教
室中会不会影响到健康等等。 这些
问题当然不无道理， 但是对于解决
学校老师学生的现实困境， 为他们
送去温馨的夏日清凉的大道理来
说，这些都是小问题，不是最关键的
因素。

时光倒回到20年前，空调还属稀
罕之物，一般家庭装上一台，够得上
高档享受， 在教室里安装空调绝对
是一件“奢侈”“超前”的事。但是，时
过境迁，社会在发展，时代已经进步，
特别是40年的改革开放给我们奠定
了物质上的坚实基础， 现在为老师
们孩子们解决这个现实难题是一件
顺理成章的事了。事实上，上海和重
庆等地， 中小学空调配备问题已基
本落实。

当然，上海等地的条件相比其他
省份要优越，但是，其可称道之处主
要还是人的观念。综合来看，认识到
位了， 其他都是相随而进的次要问
题。 有句话说得好，“只要思想不滑
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让教室装上空调不再是奢望

� � � � 湖南日报 5月 21日讯 （记者
熊远帆）今晚，为期4天的2018长沙
媒体艺术节暨“一带一路”青年创意
与遗产论坛在长沙梅溪湖艺术中心
大剧院开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
李炳炫，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
表处代表欧敏行， 中宣部对外推广
局局长张雁彬，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秦昌威， 省
领导蔡振红、 胡衡华等出席开幕
式。 世界“媒体艺术之都” 的城市

代表和来自“一带一路” 51个沿线
国家的73名青年代表也参加了开
幕式。

去年11月1日， 长沙正式加入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世界“媒
体艺术之都”。开幕式上，李炳炫向
长沙市授予“媒体艺术之都”牌匾。

长沙市、法国昂吉安莱班市、美国奥
斯汀市、英国约克市、以色列特拉维
夫市5座世界“媒体艺术之都”城市
代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媒体艺术
联盟”。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
宣部，教育部，省、市有关领导共同
宣布成立中国（马栏山）媒体艺术集

聚区。
开幕式后，20分钟的《原本长

沙》多媒体艺术风物秀上演，展现了
长沙千年文化底蕴、 现代气息与山
水洲城的独特魅力。

活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长沙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有开
幕式、“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
论坛、中外青年联谊会等9大主体活
动。

向世界秀出文化魅力
长沙媒体艺术节暨“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开幕

湘约2018

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回湖南投资是因为家乡情结。未
来桑德集团新能源业务的核心会一
直放在湖南。”

在湖南创立桑顿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先后投资100亿。5月18日，全
国知名民营企业携手湖南助推中部
崛起大会上，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
又再次签下一个投资额达50亿的大
项目———湘潭经开区桑德集团创新
科技园项目。

会后，文一波接受了湖南日报记
者独家专访。

桑德研究院承担的使命
是“领跑”

湘潭经开区桑德集团创新科技
园项目包括桑顿研究院，以及正极材
料、电池生产线等。

桑德集团旗下的桑顿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已有1000人左
右， 为何还要花巨资成立桑德研究
院？

对此，文一波解释说，和现有研
发团队不一样，桑德研究院形式上会
是独立的法人，功能上会承担更具前
瞻性的研究。

这个回答显示出文一波和桑德

在新能源领域的“野心”。
桑顿新能源致力于新能源关键材

料、电池系统、基础技术、动力电池创
新平台等研究与生产。 在新能源材料
的选择上， 文一波一开始就果断舍弃
当时大部分企业正在做的磷酸铁锂，
转而选择了他认为是未来发展方向的
三元材料。 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
的。

“过去在新能源领域我是跟跑，今
后要做领跑。”文一波说，这个就是桑
德研究院的使命。未来，这个研究院的
研发团队将达到3000人左右。

“比如下一代的电池材料是什么，
是桑德研究院需要研究和掌握的问
题。”

回 湖 南 投 资 的 初 心
就是“回报家乡”

文一波是湘潭湘乡人。上世纪90
年代， 他创立桑德集团， 总部设在北
京，是中国最早的环境企业之一，现已
成长为国内领先的生态型环境与新能
源综合服务集团。

“创业多年，一直想回报家乡，但
没有合适的切入点。”

一个偶然的契机， 让文一波从环
保跨界新能源， 也让他实现了回乡投
资的心愿。

2011年， 受湘潭地方政府邀请，
文一波在湘潭经开区成立桑顿新能
源。

从湖南起步， 桑德集团在新能源
产业构建了从锂离子电池材料前驱
体、正极材料、单体电芯、电池系统集
成（PACK）、电池管理系统 (BMS)、电
池云平台到互联网+电池回收、 电池
梯次利用、 废电池再生的全产业生态
链闭环。产业链的重心就放在湖南。

文一波告诉记者， 目前桑德集团
在湖南多个市州布局新能源业务，除
了湘潭， 在邵阳的项目也已经开工建
设，将来在长沙也可能会有项目落地。
未来， 桑德集团在湖南的投资会逐步
扩大， 到2020年左右预计将达到200
亿元左右。

“桑德集团的新能源核心业务会
一直放在湖南。” 文一波笑着加上一
句：“我都已经在湘潭买房了。”

“新能源核心业务会一直放在湖南”
———访桑德集团董事长文一波

� � � �文一波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 � � � �荨荨（上接1版）
根据主任会议建议的议程， 省十

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将传达学
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在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听
取和审议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就业工
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17年全省环境
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以及
2018年环境保护目标计划安排的报
告、关于2018年全省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安排及省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
报告，审查和批准2018年省级预算调
整方案；审议《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决议(草
案)》《湖南省地方立法条例(修正案草
案·三次审议稿)》《湖南省物业管理条
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查批准《麻
阳苗族自治县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

审议人事任免案。
会议听取了需提请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有关文件和
人事任免案情况的汇报。

会议听取了省人大财经委、常委会
预算工委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大常委
会建立政府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座谈会会议精神
的汇报，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关于调整
2018年省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立
法计划和调整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
人的情况汇报，省人大财经委、教科文
卫委、环资委关于《湖南省长株潭城市
群生态绿心地区保护条例》、 关于促进
科技成果转化“一法一办法”、关于大气
污染防治“一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方案
的汇报。会议还书面听取了省人大教科
文卫委关于《省人民政府关于健康湖南
建设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
结果的报告》的审查意见。

毛泽民 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