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7月3日讯(通讯员 曹玮)6月30日
上午，益阳市资阳区收到湖南省第五环保督察组
交办黄家湖水质不升反降问题的督办通知，区
委、区政府立行立改，成立了督察整改5个专项工
作组，全力开展黄家湖水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资阳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率有关部门负
责人现场察看黄家湖主要入湖口，对污染源逐一
分析论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现场交办、限期整
改， 确保2020年黄家湖水质整体达到Ⅲ类标准，

并长期保持稳定。同时，该区成立工作组，立即对
相关问题进行调查处置。对颐丰食品下发责令改
正违法行为决定书和行政处罚事先 (听证) 告知
书，以未采取应急措施违法行为予以顶格经济处
罚10万元；对益阳湘味食品有限公司下达责令停
产整治决定书，以伪造数据违法行为停业整顿并
限期整改，将予以经济处罚2万元；对食品加工园
以及全区其他企业的环境守法情况开展专项排
查，严厉查处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对长春镇污

水处理厂进水不足原因开展调查并迅速整改，加
快推进雨污分流和配套管网建设，确保环保基础
设施发挥应有作用。

目前，资阳区纪委监委已介入调查，对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工作落实不力的，迅速启动
问责。对执法不严、监管不力的相关管理机构和
职能部门负有领导责任和直接责任人员立案审
查， 对履行环保工作责任不力的食品加工园管
委会、黄家湖新区管委会在全区通报批评。

资阳区还将成立环保执法联合小组， 强化
执法督察，进一步依法从严、从重、从快打击环
境违法犯罪。

资阳区立行立改整治黄家湖水环境

7月3日，宁远县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园厂房在加紧建设。今年，该县在西部工业园
新增标准厂房50万平方米，新建光电智能终端、新能源新材料、食品生物加工等3个
百亿产业园。 乐水旺 摄

工业园区建设如火如荼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曹雄）7月2日至3日，湖南省非公经济代表人士
2018年谈心活动在韶山举行。省委常委、省委
统战部部长黄兰香希望民营企业家保持定力和
信心，为全省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省政协副主席、 省工商联主席张健参加谈
心活动。

7月2日下午，省委统战部、省工商联班子成
员与非公经济代表人士开展分组谈心活动。当
前企业发展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对优化经
济发展环境，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有哪
些建议？打好“三大攻坚战”，民营企业如何作
为？……围绕这些问题，双方坦诚交流，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7月3日上午召开的总结座谈会上，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陈潇传达了中央和
省委关于优化营商环境有关会议精神。6位非公经
济代表人士发言，从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人才政策
和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

黄兰香肯定与会的非公经济代表人士“有
责任、有担当、有情怀”，谈心内容“有数据、有分
析、有建议”。她希望大家保持定力、不忘初心、
坚定信心、下定决心，进一步加大创新力度，推
动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多非公经济人士，积极参
与乡村振兴等国家重大战略实施，促进我省“两
个健康”发展。

非公经济代表人士谈心活动举行
黄兰香希望民营企业家坚定信心推动高质量发展

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
田立文到汝城督查

湖南日报7月3日讯（记者 何淼玲 通讯员
曾妍）7月2日，根据省委、省政府和省扶贫开发领
导小组安排部署， 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田立文到汝城县就脱贫攻坚工作开展督查。

田立文一行首先来到文明瑶族乡长洞村实
地查看在建公路等项目建设情况， 然后随机来

到大坪镇鲁塘新村进行入户走访。汝城县2014
年至2017年脱贫13713户45630人，退出贫困村
52个，贫困发生率下降到6.04%，全县脱贫攻坚
取得阶段性成效。

2018年，全县脱贫任务相当繁重。田立文
要求汝城县委、 县政府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

脱贫战场。全县党员干部务必乘势而上、一往无
前， 确保全县脱贫摘帽目标如期实现。 要按照
“精准”的要求，拿出“绣花”功夫，最严格地落实
“一户一策”， 逐人逐户地达标， 逐村逐乡地达
标。要从严从紧加强资金监管，确保每一分扶贫
资金在阳光下运行。“一把手”要亲自抓，分管同
志要沉到一线。要按照中央和省委安排，持续深
化扶贫领域作风整治，以作风攻坚促脱贫攻坚。
要严督查、善调度，对行动迟缓、工作不到位、任
务完不成的，该通报的通报，该约谈的约谈，该
问责的坚决严肃问责。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董志平: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钢筋工，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建筑工地扎钢
筋。他以过硬的技术和顽强的努力，赢得一系
列荣誉，2010年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他在建筑施工工地，从事着普通的钢筋工
工作，一干就是20多年。他用多年的坚守证明，
即使再素白的纸张也能绘出绚丽的图画。

7月2日， 湖南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在

长沙召开，董志平身着正装坐在主席团中间。
会议期间，记者采访了董志平。
如今的董志平成了省总工会的兼职副主

席，照理说，他的人生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实
现了由“体力劳动”到“脑力劳动”的转变。

当记者问到他对这种转变有何想法时，董
志平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虽有了个新头衔，但
我的岗位在工地，我还是个钢筋工。”

今年2月，董志平担任兼职副主席后，依然在
工地上忙碌，这里扎扎钢筋，那里查查质量。他还
是跟往常一样，一有时间就帮助农民工兄弟学习

专业技术。经他培训的钢筋工已有千余人，他培养
出来的技术工， 大部分已成了湖南钢筋工领域的
技术骨干，挑起钢筋工操作的“大梁”。

“您毕竟是兼职副主席，职务内的事，该如
何处理？”就记者提出的问题，董志平说，“在其
位，当然也谋其政。”

董志平介绍，今年2月份以来，他根据省总
工会的要求，深入我省边远市、县调研基层工会
工作开展情况，并就农民工就业问题，以书面材
料和口头形式，多次向总工会提出建设性意见，
有的已得到采纳。

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 要着眼职
工对更有质量更有尊严生活的期盼， 大力推进
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董志平对此深
有感触，他认为只有时刻把职工装在心里，关心
职工的疾苦，倾听职工的意见，解决职工的实际
问题，工会工作才不流于空谈，才能真正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易冉: 中车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电焊班
长，湖南省技能大师、全国劳动模范、省总工
会兼职副主席，被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会评
为“最美职工”。

从电焊工人成长为技能大师， 从全国劳
模到当选省总工会兼职副主席， 易冉是职工
中的“大明星”。

易冉的第一个外号“小明星”，得来于上
班第一年。2000年，19岁的易冉入职中车长

江公司株洲分公司，从事电焊工作。不久，公司
工会组织青年职工参加株洲市电焊技能竞赛，
初出茅庐的她，在工会培训和师傅指导下，获得
季军。

成绩证实了易冉的聪慧和天分， 也拉开了
她的技能大赛生涯。

凭着知苦不言、 知难不畏的实干精神，
2003年，易冉参加湖南省“中联重科杯”电焊技
术比赛，获得第七名；2005年成为技师，2008年
晋升为高级技师， 荣膺“湖南省技术能手”。
2011年，易冉走上德国吕内堡国际焊接大赛赛
场，获得大赛唯一的特别奖，被德国媒体亲切地

称为“中国电焊花木兰”。
作为车间电焊班长， 易冉先后主持中车劳

模创新工作室、湖南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工作，独
创“小摆快频”绝技，创新解决“重载高速”车焊
接难题。

“十个焊工九个黑，全身上下全是灰”，这是
焊工的真实写照。记者眼前的易冉，皮肤白皙、
温柔娴静， 很难想象她要长期大汗淋漓地挥舞
焊枪。“电焊太苦，谁天生就是女汉子。”易冉说，
她也曾有过转行的念头。

“是工会让我找到了自信。”易冉告诉记者，
在女职工竞赛、讲堂等活动中，女职工的风采得
到展示，大家一起分享女焊工的苦与乐。工会的
关爱温暖，让易冉坚守自己的梦想。

“担任兼职工会副主席，虽然只有5个月，却
深刻认识到工会对职工成长的重要。”作为湖南
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易冉表示，工
会干部是职工最可信赖的贴心人。

1919年7月7日，湖南省学联联合长
沙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焚烧日货大会，
一位爱国学生演讲时激动地说:“中国好
比一头睡着了的狮子，一旦醒来，就无敌
于天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唤醒民众。现
在，我们的民众正在觉醒！”这位致力于
唤醒睡狮中国的爱国青年就是柳直荀。

柳直荀，又名柳克明，1898年11月3
日出生于长沙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4
岁时，他到长沙广益中学读书，寄居在杨
昌济家中。毛泽东、蔡和森、张昆弟等进
步学生，常到杨家议论国事，探讨救国救
民的真理， 使柳直荀受到了很大的启发
和教育。他决心要像毛泽东等人那样，为
改造黑暗的中国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柳直荀当
选为毛泽东等发起组织的湖南全省学生
联合会领导成员。他多次带领爱国师生，
开展爱国宣传和反帝游行示威活动。湖
南各界掀起“驱张运动”浪潮，柳直荀也
参与其中。1920年秋， 毛泽东在长沙建
立社会主义青年团。 他成为第一批入团
的青年， 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介绍
下，柳直荀和李淑一结了婚。

北伐军进入湖南后， 担任湖南区委
委员、 省农民协会秘书长的柳直荀致力
于农民运动， 积极筹备召开全省第一次
农民代表大会，举办党训班，请毛泽东作
农民问题及调查方法的报告， 反击国民
党右派对农民运动的诬蔑和攻击， 组织
工农自卫军。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印发
《为什么要打倒蒋介石》传单，通电声讨
倒行逆施的蒋介石。马日事变后，他与郭
亮组织各县数万工农武装攻打长沙。

反攻长沙计划失败后， 柳直荀同临
时省委失去联系， 他冒着白色恐怖回到
长沙。 父亲柳午亭秘密来见儿子时告诉
他，亲戚中有人劝他去自首，凭他的学问
本事不愁找不到一个安稳职业舒舒服服
过日子。 柳直荀严肃地告诉父亲：“我做
的事，为国为民，光明正大，用不着向谁
自首。人生在世，绝不是为了混口饭吃。
我信仰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真理， 怎能
中途变节，做无耻小人呢？”他还请父亲

帮自己借两千块钱去汉口继续干革命。
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党

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柳直荀因坚决支持
贺龙等多数代表的意见，同“左”倾机会
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遭到残酷斗
争和无情打击，被扣上“国民党改组派”
的罪名遭逮捕。1932年9月中旬，在湖北
监利县周老嘴被杀害，年仅34岁。

1945年4月， 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
并追认为革命烈士。 毛泽东所作《蝶恋
花·答李淑一》一词，以“我失骄杨君失
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的名句，表达
对柳直荀和杨开慧的赞叹和怀念之情。
毛泽东还特别嘱托烈士的遗孀：“你如去
看直荀的墓的时候， 请为我代致悼意。”
1998年柳直荀诞辰100周年， 时任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致
信烈士之子写道：“直荀同志钟三湘灵
秀，成革命先驱，忠诚为党，奋不顾身，惨
作王明路线牺牲，长令后人掩史太息。淑
一同志忠贞不易， 艰苦备尝， 得毛主席
《蝶恋花》一词，传诵国门，足慰忠烈。”

（执 笔 ： 省 委 党 史 研 究 室 邹 瑾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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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果

最近， 人民网连续刊文直斥网络上
兴起的“跪求体”“哭晕体”“吓尿体”等浮
夸自大文风，认为这些所谓的“雄文”一
无事实骨架，二无内容血肉，三无思想含
量，徒有浮躁外壳，单纯讲究营销而忽略
了营养，赚取了眼球却丢失了责任，实属
误导大众。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网络上总会
冒出“美国害怕了”“日本吓傻了”“欧洲后
悔了”之类的文章，它们以耸人听闻的标
题博人眼球、赚取流量。然而，这些所谓
“爆款”“雄文” 了无新意。 更令人担忧的
是，哗众取宠、故弄玄虚、华而不实的文风
污染了舆论生态，扭曲了国人心态，不利
于成风化人、凝聚人心。

文风折射出作风。现实生活中，一些
党政企事业单位也存在着浮夸自大、脱
离实际的文风，表现为长篇大论、辞藻华
丽、内容空洞、缺乏思辨。一些领导干部
好大喜功、爱搞形象工程，常让“笔杆子”
堆砌辞藻夸大自己的政绩， 以求得到上
级和公众的关注。同样，不良作风也会影

响文风，助长机关不正之风的盛行。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文风漂浮、不

接地气、不切实际，不利于成风化人，不
利于激发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精气神。写
文章固然要讲究技巧、逻辑和思想性，但
若脱离工作和生活实际， 就失去了文章
的传播价值和教化价值。事实上，党内一
向反对浮夸的文风、一直倡导朴实、简洁
的文风。 翻看历代党的领导人的讲话文
稿，就能感受到其文风的清新、自然、凝
练。

好文章贵在短小精悍，以质取胜。周
朝的 《诗经 》、春秋的 《论语 》、汉朝的辞
赋、唐宋的诗词，字数寥寥，却能流传千
古。习近平总书记对文风提出了“短、实、
新”的要求，这是党员干部涵养文风文气
应当遵循的方向和原则。

倡导清新实用的文风， 不能停留在
口头上，一方面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多动手写实用文章，一级带一
级、层层抓落实；另一方面要严监督严问
责， 让简洁实用的文风涵养出好的思想
作风、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引导政风渐
纯、社会渐好。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陈颖昭） 目前，7个省级环保督察组基本完成第
一阶段市级层面督察任务，陆续进入第二阶段，
开始延伸督察， 同时继续受理群众环境信访举
报。 记者从省环保督察办公室了解到， 截至今
日，7个环保督察组向被督察地方交办群众来
电、来信投诉共1386件，其中涉及中央环保督
察交办信访件重复投诉84件。

据介绍，7个督察组自进驻7个被督察市州
后，与市级领导、市直有关部门和县（市、区）主
要负责人谈话224人次， 累计走访问询市级有
关部门和单位120个，调阅资料12187份。

市级督察期间，7个督察组就群众关注度
高的突出环境问题及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
件办理不实、污染反弹、整改不到位等问题，下
达交办单41份、督办单28份。据了解，省级环保
督察有转办单、交办单、督办单和移交等4种交
办形式。其中，督办单适用于重大问题、滞后未
完成任务等的督办， 根据需要督办， 无时间限
制，属于较高层次的交办形式。

据统计，目前各市州已办结信访件402件，
其中责令整改492家，立案处罚58家，处罚金额
249.52万元，立案侦查7件，拘留3人，组织处理
54人，党纪政纪处分1人。

接下来的延伸督察主要是核实问题、 调查
取证，采取调阅资料、个别谈话、座谈问询、明察
暗访、民意调查、现场核实、笔录取证、留存影像
等方式开展督察，全面收集、核实问题或线索的
证据资料，初步核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调查应
承担的责任。本次延伸督察时间约7天。

环保督察查出不少“老问题”
已交办群众信访件1386件，其中涉及中央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件重复投诉84件
针对突出环境问题、污染反弹问题等，省环保督察办公室下发28个督办单

以朴实文风涵养优良作风

1.怀化市鹤城区、中方县11家混凝土搅
拌站无生产资质非法生产。

2. 怀化市中方县新建镇黑禾田村与大
塘村之间因修高铁挖隧道， 造成周边水体重
金属污染。

3. 督促怀化市对洗涤行业存在的突出
环境问题开展综合整治。

4. 怀化市鹤城区麻子寨开发项目建设
中破坏公益林植被。

5. 怀化市鹤城区分水坳区域私采乱挖
炭质页岩矿，违规倾倒废石、废渣，严重破坏
生态、污染环境。

6.怀化市城区仍有2座燃煤锅炉和11座
生物质锅炉在用，严重污染环境。

7. 怀化市鹤城区板木溪水库建筑垃圾
和生活垃圾，严重破坏生态、污染水库水质。

8. 怀化市中方县泸阳镇台泥水泥厂工
业用水，直接影响周边居民生产生活；该镇修
路工期过长，扬尘污染严重。

9.怀化市沅陵县违规采砂。
10.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万佛山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试验区内违规经营。
11.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与靖州苗族

侗族自治县交界处一煤矸石矿场违规生产，
破坏生态环境。

12.邵阳市建筑工地建筑扬尘污染。
13.邵阳市饮用水环境问题整治严重滞后。

14.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三元
水泥厂厂址养猪场环境污染问题。

15.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采石
场大气污染。

16.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猛洞
河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活污水直排。

17.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黄连
洞矮坡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污染。

18.衡阳市政府未修订 《环境保护责任
规定》。

19.衡阳市规划区内页岩砖瓦厂退出。
20.衡阳县渣江镇飞宇搅拌站环境污染。
21.衡阳市第二垃圾填埋场环境管理混

乱问题。
22.衡阳市永清环保能源有限公司所辖

企业外排废水严重超标。
23.常德市鼎城区苏家吉电排围河养鱼

问题。
24.常德市区晚上露天烧烤现象严重。
25.常德市鼎城区西右岸城旁拆迁建筑

垃圾露天堆放问题。
26.湖南海利化工公司常德分公司环境

污染问题。
27. 常德市武陵区嘉达摩擦材料厂噪

声、粉尘等环境污染。
28.常德市西湖管委会西酉河养殖环境

污染。

省环保督察办公室公布第一批环保督察督办事项名单

“中国电焊花木兰”
———专访中车长江公司株洲分公司电焊班长、 省总工会兼职

副主席易冉

“我的岗位在工地”
———专访湖南省沙坪建设有限公司钢筋工班长、 省总工会兼职

副主席董志平

湖南省工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代表访谈

柳直荀：致力于“唤醒睡狮中国”

柳直荀 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