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攻坚克难在一线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李珈名 2018年6月15日 星期五
要闻 08

!"#$
%&'( !#$)*!

!"#$%&'()*+,-./
0$%&1234560789: ;,
<=>?@ABCDEFGHIJKL
EM!"#$%& !" NOP0PQ+
RSTUF0HPVW+XY0Z[\
]^;_0`a+C/bc0de@A
fg$%&0hijkL

lmEFGHIJnoMpqrs
.HpqrsOtsuvHwxyzN
pqr{|}~�

@spqrIJ+�EMzN #$ t
������W�OPde0psrsq
��L R�|}~K+�prq�IJ�
���0+����D�e��0��
�Os ��1�x��N ¡¢�[+
@£�OP¤o¥¦0§F¨©ª«
¬®L

¯s.HpqrIJ+�EMzN
#$ t������W�OPdevH°
±�.Hw�²0psrsq��L ³,+
de.´e % H+ �µ\ &'% ]p+¶
·devHw± %+¸¹ %'% 0Otº
»�.Hq�L

¼syzNpqrIJ+��de

R=yN "( t������W�xzN
#$ t������W�0psqsr½Q
t¾v¿®L MyzNpqro@À
ÁÂ+§F¨ÃÄ[\ÅÆÇÈNOP
½Q+ÉÊËHeÌÍÆÇ=yNOP
0½QL

ÎsuvHwIJ+�EMzN #$
t������W�OP�evHuwL
IJo ) ÏÐÑ�$+%+&+*+"+(+! \Ò
+,L uvHwEMÓÔÕÖ×+d��
Ø}Ù�OPÚÛÜÝª�0ÆÇL

{sOtIJ+�EMzN #$ t�
�����W�OP0OtL IJ®Ð
ÑÞß��$ O $�s�% O $�s�& O %�sà
*% ÏÐÑLMOtáÅ�ÆÇOP0½
Q�psqZ�r+ÉÊË�eÌÍÆ
ÇvHwâãäåL �²æç�¨èÀ
Ot[ª0äåL $%& !" NOPK+
éêëÆÇìNí¬Otîï;ÁL

EF0ðñ��TPòs}EFs5
UF�+§F¨RógôõOP0VW+
ö[]^®÷)078L o¥EF+
$%&0ø@NOP©·ùúûüL

"+ ,#

! ý * þÿ!+ "#$%ôõ&s
'()*+,-¨./s '(01*
23456o789d:+ ;<%ô
FtK=à�>?:0;<%@AB
zCDEFGGG&$%) H'()IôG
HJKPLMNâPOPÒP`QR
RS'ÌTHNU¿L

VWOPXW@Ïý+ RYZ0
u[PK+�ô\./]^_e�\
*'& `abp�cZdµ0156_
e�e^¥ &$%) '()IôGHJK
PufgL [P½h²+âPP`Qi
jkU¿+ QilW8m¥nopq
¨`sMNâPno`szrsEtu
`x &$%) '()IôGHJKPf
vwx`L

YZ+ ;<%ôFtK=ZRy
Nv¿¥�ôFzH{�kt|u»O
P}~L YZ=!+;<%ôFtK=

�o,-����)DyN+ RGH
N��û�¥ " �ôF����+�
��4�+ ZRGHN��=��¥
ôF4���L OP��m+tK=,
-��RyN�3ôF$%&���
�s$%&���L @�H�0SP¨
�ôF���\ ¥~8+ ¡¡�¥
A)L

;<%ôFtK=Z¢kRyN
U¿¥�ô\./ - ]^56�. % t
�% ÏH�EM|us��W8£EM�I
JsOP�OtIJ�yNEM¤¥|u
à¼Ï|uL [\\e¦»§�+BC
EM+yN)¨©[¸ %$ �@ªªe
BC+B°[P0��e¦;^BCE
M+ «]^fxeø>H�[]¤ &$
¬�¥L yNBC®Heø�©
·]^ & ¬�¥ �o®/K^
�($$$$ ¬�â �̀L |u½çYZ0P

òÒôõF¥¯°}~¢±+e^¥²
�0³QL

´W�ôFzH{�kt|u0�
4µâ¥ôõF¥0g¶�·+¸¹¥
ôF0¯°Nº�+ZR$%&�·D
)�µ»�¼½Ò¥EMIJ+t¾¥
ôFIJLRzrsE¿Pò=v¿ô
F¯°t¾|u+.�¼5ª¥¦Kd
ôõF¥�)�Àr Á�Àr�03¿
ÂÃ+.�8ÄôF 7Å� �ôF¯
°ÆüÇÈ�=L

"-./#

!
"
#
$
%
&
'
(
)
*
+
,
-

!"#$%&'()*+
,-./0123456789

黄利飞

位于长沙市劳动东路的“湘鄂情”雨花
店近日悄然关门歇业，这是“湘鄂情”在长
沙的最后一家门店， 意味着这个曾颇负盛
名的餐饮品牌，彻底退出长沙市场。

“湘鄂情”是中国民营餐饮第一股，鼎盛
期在全国有近40家门店，年收入最高时超13
亿元。2013年开始，“湘鄂情” 等许多高端餐
饮门店生意急转直下，业绩遭遇“滑铁卢”。

“湘鄂情”在第一时间谋求转型 ，2013
年初，宣布全力进军大众餐饮市场。

2013年7月，笔者探访“湘鄂情”长沙雨
花店 。尽管店内打出 “平价海鲜 ”名号 ，且
90%以上都换成了大众消费菜， 但店内生
意仍然惨淡。

“苦撑”了5年，终究没有逃过关店这一
命运。

餐饮是典型的“三高一低”（租金高、原
材料成本高、人工成本高、利润低）行业，高
端餐饮的“三高”尤甚。“湘鄂情”2013年亏

损5.64亿元，公司方坦言，酒楼业务的高房
租、高长期待摊费用（主要为酒楼开办装修
投资）、高人工费用，公司在转型过程中盈
利非常困难。

成本高企不下的同时， 大多高端餐饮
转型时进入了一个误区：只要降低餐标、调
整菜单，就是“亲民”，就能赢得大众消费市
场。

然而，以80、90后为代表的“新中产阶
层”开始主导的餐饮消费市场，价格只是其
中因素之一。高端餐饮单纯以降价拓市，只
会拉低品牌形象和美誉度， 很难贏得新消
费群体认可。

转型之路走向何方?
有资深“吃货”认为，就餐环境，不需豪

华但要舒适； 服务，1个包厢不需五六个服
务员， 但得让顾客感到周到细致； 菜品菜
味，无需猎奇但要有特色、好吃；价格，能够
让消费者觉得“物有所值”。

毕竟，餐饮业的核心，就是美味食品和
良好的消费体验。

湖南日报记者 戴鹏

从一名临时工成长为高级技师、 工段
长，继而成为全国劳模、全国技能大奖获得
者、 湖南好人……柳祥国在株洲冶炼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锌电解厂工作24年来，为了
企业节能降耗、提高经济效益，不断进行技
术攻关和操作法改良。获得众多荣誉的他，
却甘守一份“平凡”，依旧奋战在生产一线。

“别人能干，我也一样可以”
今年44岁的柳祥国话不多。6月13日，

记者在株冶集团锌电解厂见到他时， 他正
在琢磨如何进一步调动工人积极性。

1993年，柳祥国高中毕业，成为株冶
一名临时工。一年多后，他顺利通过招工考
试，被分配到锌电解厂工作。没想到的是，
锌电解工作环境十分艰苦， 电解槽里的温
度有四五十摄氏度，现场湿热、酸雾弥漫，
操作工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装槽、出
槽、巡检、剥锌、码堆等一系列操作，一个班
下来，手套、筒靴里能倒出水。

与柳祥国同期进厂的20多个人，很快
离开了好几个。走还是留？柳祥国犹豫着。
他看到车间里的师傅们干得热火朝天，便
下定决心：“别人能干，我也一样可以。”

从那时起，出槽、剥锌、堆垛、装槽，周
而复始，柳祥国干了24年。

“要干就要干得最好”
从临时工成长为高级技师、全国劳模，

24年里，柳祥国收获了上百个荣誉，其中
不乏“国字头”的。

提起荣誉，柳祥国说，他很感激单位给
了他创新的平台和空间， 给了他尝试突破
的机会。

柳祥国喜欢总结，他习惯每天用1小时
回顾整理自己一天的工作。不断观察积累，
他开始琢磨如何改进操作工艺。 日夜蹲守
在电解槽边，持续记录、核对、校正数据，柳
祥国的脸、鼻子被酸雾、汗水腐蚀而溃烂，
两只手也磨出了血泡，“柳祥国四一操作
法”终于面世。运用这项创新工艺，每年可
节省能耗、 创造经济效益7600万元以上。
此后，柳祥国还带领班组，先后取得30多
项创新成果， 成了行业内知名的“创新能
手”。

“创新的灵感来自于千百次不厌其烦
地观察与琢磨，而让我坚持下来的动力，就
是‘要干就要干得最好’的坚定信念。”柳祥
国说。

“带着更多的人一起干”
采访中，柳祥国告诉记者，他记得公司

领导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株冶集团不能
只有一个柳祥国。

柳祥国深知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他曾
在株洲市总工会组织的劳模巡回演讲中
说：“劳模不是一个抽象的称号， 更重要的
是要传承责任和担当的精神。”

从2015年开始，柳祥国利用劳模工作
室、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平台，在株冶集团内
连续举办了3届技能竞赛。去年3月，柳祥
国走上锌电解厂工会主席的岗位， 他更加
努力地给职工搭建舞台。

今年4月，柳祥国组织推动的“电解工
匠”竞赛，在锌电解厂如火如荼展开，比赛
覆盖全部班组， 从每个工种选出一名综合
技能最高的员工为“电解工匠”，予以表彰，
激励广大员工学榜样、赶先进。

柳国祥说：“今后要带着更多的人一起
干，让他们超越我，把工匠精神在株冶更好
地传承下去。”

■点评
电解车间，他艰苦坚守，无怨无悔；平

凡岗位，他善于琢磨，不断出新；荣誉面前，
他平静淡定，不骄不躁……24个春秋，柳祥
国扎根生产一线， 从临时工成长为高级技
师、全国劳模，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业绩，也
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励志的好榜样。

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勤于观察、善于
琢磨，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一个大国工匠
就是这样炼成的。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
员 杨思思）今天，马栏山（长沙）视频文创园
管委会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湘
江支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建行计划对入驻
园区的视频文创企业提供100亿元的授信金
额，支持我省打造中国创新创意中心———“中
国V谷”。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2017年12月20日正式
挂牌成立，是我省100个重点项目之一，规划

面积15.75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鸭子铺地
块）5平方公里。按照“北有中关村 南有马
栏山”的高标准规划，我省计划将其打造成
为以湖南广电为依托的全国重要数字视频
产业集聚区、 高科技展示和现代服务业示
范区。今年，园区全面推进片区路网、景观
生态工程等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和产
业项目建设，计划铺排重点项目35个，总投
资52.43亿元。

建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长邹致师介绍，建
行将充分发挥国有银行的资源优势， 联动集
团旗下的基金、保险、信托、融资租赁等，支持
园区基础设施及重点招商项目， 将依托园区
建立的“信贷风险企业补偿信息库”，设立“助
保贷平台”，为文创企业量身定制“文创贷”等
金融产品。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管委会主任邹犇淼
说，园区在省、市、区政府的倾力支持，已经形
成“四奖两补三支持”的政策洼地，吸引了芒
果TV、中广天泽、陌陌、创梦天地、聚恒集团
等一大批国内文创视频行业的巨舰落户。此
次银园合作，将为园区企业搭建更好平台，促
进视频文创产业发展。

� � � �湖南日报6月14日讯（徐德荣 成俊峰 唐
曦）“衡阳是一座让企业投资放心、留得安心、
发展舒心的城市。”6月13日下午，虎门信息传
输线缆协会一行来衡阳投资考察， 在全面了
解该市营商环境后， 给予高度评价并表达出
强烈的投资意愿。

据介绍， 这是近6天来第3批沿海地区企
业家来衡投资考察。早前，6月8日，深圳科技
工业园考察团115家企业来衡考察合作项目，

就双方下一步合作展开深入洽谈， 深圳科技
工业园集团还与衡山科学城签订了合作备忘
录。6月11日， 深圳市服务贸易协会16个会员
企业来衡，对物流业、大数据、农产品配送、现
代服务业等方面合作进行考察。

衡阳抓紧产业转移“东风”，主动对接粤
港澳和东部沿海地区，不断优化审批、法治、
信用、创新等营商“软环境”，为企业提供一站
式、保姆式、个性化定制的配套服务。去年来，

该市先后出台招商引资“黄金30条”，推出企
业登记“最多跑一次”服务，实行“一企一策”
帮扶机制等， 进一步增强企业来衡投资兴业
信心。

据介绍，目前，衡阳已入列国家级产业转
移示范区、中国现代服务业试点城市和“中国
制造2025” 试点示范城市， 经济发展活力迸
发。在去年的“港洽周”“央企入湘对接暨衡阳
投资推介会”“衡州经济发展论坛”“湘商大
会”等招商活动中，衡阳签约151个项目、总引
资1936亿元， 签约项目数量和签约金额均创
历史之最。

高端餐饮路在何方
谈经论市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柳祥国：
从临时工到高级技师

建设银行牵手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为园区企业提供100亿元授信

6天3批沿海企业来衡阳投资考察

扶持
中小微企业

6月13日， 今年
新入驻常德经开区
的湖南鑫聚威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员工
在忙着生产。 近年，
常德经开区通过标
准厂房“免二减三”
优惠、为企业提供各
种融资服务等措施，
扶持中小微企业发
展， 壮大园区产业。
目前，该区已建成标
准化厂房100余万平
方米， 吸引了148家
中小微企业入驻。

罗勇 摄

� � � �柳祥国。 戴鹏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永强 文迅

6月10日，在吉首经济开发区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 该市丹青镇党委书记张李娟
带着200多村民看新房。“学校有多远，孩子转
学怎么办？”“公交车什么时候通？”“有没有物
业管理？”人们七嘴八舌问这问那，张李娟面
带微笑一一回答， 队伍里不时发出会心的笑
声。

眼前的张李娟，又黑又瘦，身高1.63米、体
重只有47公斤的她，在人群中显得很单薄。但
她的嗓门却出乎意料地大，语速极快，这在招
呼队伍的时候显得尤其给力。“这是我们镇的
最后一批易地扶贫搬迁户， 今天带他们来就
是解决服务他们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让他们
搬得出、稳得住。”张李娟抹了抹脸上的汗水，
笑着对记者说。

今年是她担任丹青镇党委书记的第二
年。也就在今年4月，全镇1710户6549名建档
立卡贫困户脱贫，贫困发生率从42.6%降到了
1.5%。

这在2017年1月张李娟刚上任时，是不可
想象的。丹青是吉首市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全
镇14个村（社区），3654户15378人，98%都是
苗族群众。苗乡丹青山美水美，但有近一半的
群众还处在贫困之中， 这让初来乍到的她感
到压力很大：“时刻心里都在想要怎样才能把

工作做好。”
或许是一种巧合， 张李娟的母亲40年前

曾在丹青镇政府工作过， 这里也算得上是她
的家乡。张李娟回忆道：“母亲对我说，现在是
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的最好时机，你要加油干，
要对得起党和人民对你的信任！ 可能也正是
因为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 我心里的那种使
命感更加强烈。”

上任几天就到了过年，张李娟在家却坐不
住，农历大年三十去镇里看望慰问敬老院的老
人，大年初五就踏上了走访的路程。此后的一个
月，她带着干部走遍了14个村（社区）的97个村
民小组调查摸底， 和150多名村组干部谈心谈
话，就为了干一件事：给村里选好带头人。

“2017年正是村支两委换届之年，这个时
机特别好，就是要选准能带着村民干事创业、
脱贫致富的能人。”张李娟说。通过“两推一
选”，一批有能力、有号召力的党员干部被充
实到村支两委班子里。

在后来的工作中， 他们的作为证实了张
李娟的眼光。河坪村新支书上任不久，就把村
里停滞已久的“中国传统古村落”保护项目搞
了起来，并办起了苗家调年节，现在已成为吉
首市有名的群众文化活动， 河坪村也成了乡
村旅游的热点。村干部们带着村民搞产业、闯
事业的多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也宽了。

丹青的干部都说张李娟是个铁娘子，做

事雷厉风行， 这从她订立的会议制度可窥见
一二：每周五下午，开班子会，研究制定下周
的工作任务；周一上午，开干部例会，把任务
交到每个干部手上；周一下午和周二，乡镇干
部带着任务清单到村里，然后一件件完成、销
号。每周如是，雷打不动。她还创造性地提出
整合扶贫力量， 由镇精准脱贫办统一对接市
攻坚办、驻村办和扶贫办，领任务、领项目，再
由班子成员领着镇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统一
实施，一起发力。

村民则说她“调劲”（苗语，认真扎实的意
思）。 她的微信签名写着：“用脚丈量土地，用
心贴近人民。”这一年多，张李娟走遍了丹青
的山山水水，“两头黑”、披星戴月是她工作的
真实写照。为了建好村民服务中心，她一周之
内每天走几个村检查督促； 为了帮白云村找
新水源，她拿着砍刀三上三下白云山；为了尽
快建好辣椒基地， 她守在田地里半个月拉通
了产业路。

张李娟下乡从不打伞， 一身运动服是她
的标配，去年底最忙的时候，她脸上因为过敏
大块大块地脱皮，有村民笑她“老百姓脱贫，
书记脱皮哦！”

张李娟则说：“虽然脱贫了， 但我们依然
任重道远， 今后还要巩固成果， 要致富奔小
康，要实现乡村振兴。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脱层皮，值了！”

张李娟：

脱层皮，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