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张福 杨斯

“上半年，全市公务接待费用仅
支出 776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505.52万元， 同比下降39.44%。”这
份喜报，来自省会长沙。

今年来， 长沙持续推动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落地生根，“暴风骤雨”
般扫除作风之弊。

一时间，人们纷纷感叹：公务接
待费用降下去了，酒局、饭局少了，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上来了。

“15条禁令”剑指陋习

“谁与纪律规矩过不去，纪律
规矩就与谁过不去，要推动干部作
风来一个根本转变。”4月23日，在
该市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专项治理工作推进会上， 省委常
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立下“军
令状”。

在省委对违规收送红包礼金、
违规公款吃喝、 违规配备使用办公
用房“约法三章”的基础上，长沙结
合实际， 又增加了整治违规变相公
款旅游、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等，

形成“15条禁令”。
令出必行， 各级各单位不放过

每一次接待、每一场用餐、每一张票
据，逐一清理核实、自查自纠。全市
共发现违规公款吃喝、 涉及公款费
用1346.99万元；发现违规送礼问题
392起、违规收礼问题388起、变相公
款旅游问题156起、违规大操大办问
题25起，违规钱款均已补缴、退还或
上交到位。 涉及办公用房面积超标
的，全部整改到位。

“经过本次专项治理，我们对单
位干部存在的作风陋习来一次彻底
清扫。 过去一些因为城管执法工作
在外吃喝超标的费用8万余元，全部
由当事人退缴到位。”望城区城管局
局长周国如说。

处理措施“史上最严”

今年1月以来，长沙打响整治违
规收送红包礼金的“歼灭战”。

明查暗访中， 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紧盯重要节点和关键岗位， 严查

“一桌餐”等问题。
1月24日，根据群众举报，市纪

委专项监督检查组在岳麓区某私房
菜馆， 当场发现市工务局党组成员

谷钢，党组成员、副局长熊翠玲，办
公室主任盘刘海违规接受服务对象
宴请、收受红包礼金。谷钢、盘刘海
被党内严重警告并免职， 熊翠玲被
党内严重警告。

不久， 经中央巡视组问题线索
交办，宁乡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汤
智斌因先后14次违规收受2名党员
干部所送红包礼金礼品折合共计
9.7万元，被党内严重警告并免职，违
纪所得予以收缴。

“一律坚持从重处理、一律先免
职后调查、一律顶格处理、一律坚持
‘一案双查’、 一律坚持通报曝光。”
被称为长沙“史上最严” 的处理措
施，让这场“歼灭战”打响仅半年，就
查处违规收送红包礼金问题70起，
处分67人。

“红包信封”绊倒了“乌纱帽”，
严查办公用房使用也不含糊。 望城
区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月
亮岛管理所所长罗文海， 因办公用
房自查整改不到位， 面积仍超标
6.12平方米，被党内警告并免职。

喜看风气之变

“最近想约审批部门的干部吃

个饭、‘意思一下’， 都吃了‘闭门
羹’；饭不出来吃，审批事项却很快
就办了下来。”在长沙打拼多年的张
老板，道出了如今的作风之变。

为促进常态长效， 该市各级修
订完善作风建设制度机制就达70多
项。在浏阳，市财政局和机关事务局
联合出台机关工作人员公务简餐制
度，并印制面值为20元的餐票，需要
外出公务的党员干部凭餐票可在市
内36家机关事业单位廉政食堂用工
作餐， 各单位财务部门在年中和年
底可到机关事务部门结算， 由市纪
委监委会同财政、 审计等部门进行
监督。

党风、政风连着民风。今年初，
望城区铜官街道潭州社区党总支委
员黄建明嫁女儿， 按照规定可以宴
请20桌，但他却明确表示，党员干部
应该当群众的表率， 家里不办回门
酒。4月， 长沙县路口镇荆华村退休
老支书张国楚的老伴过世， 他带头
使用电子鞭炮、 不做道场、 不请乐
队，在当地传为佳话。

返璞归真，新风兴起。去年，长
沙市查处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问
题66起，今年来，仅查处此类问题10
起、处理处分10人。

全面从严治党在路上 重典治陋祛尘垢
———直击省会长沙扫除作风之弊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8月6日 星期一
要闻 03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肖祖
华 通讯员 杨贵新 肖乾波 马礼裙）
8月1日， 隆回县山界回族乡罗白村
村民钱娟红忙完家务活，带着老公和
孩子来到村银利龙牙百合专业种植
合作社剥百合。

钱娟红脚有残疾，因残致贫。6月
至8月是百合收获季节， 她和家人到
合作社打工，一家人一天可赚300多
元，还可在合作社吃两餐饭。一家人
在合作社务工，今年可赚1.8万多元，
能满足一家全年的支出。

山界回族乡党委书记胡拥军介绍，
龙牙百合是该乡的拳头产品。近年来，该
乡将发展龙牙百合产业与精准扶贫结

合起来，通过创建龙牙百合种植合作社，
带动贫困户脱贫。目前，全乡共种植龙牙
百合4000余亩，创建龙牙百合种植合作
社10家、加工企业8家，还在怀化、江永
及广西柳州等地建立龙牙百合种植基
地2万余亩；全乡共有3000多户从事龙
牙百合产业开发， 其中贫困户1000余
户，龙牙百合年产值突破了2亿元。

银利龙牙百合专业种植合作社
理事长丁仁立说， 他于2011年建立
百合加工厂， 并牵头成立合作社。目
前， 其百合加工厂是全国最大的，很
多地方的百合送到这里来加工，年加
工百合250万公斤， 聘用人员200余
人，其中贫困户90余人。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谭绍军

“爸，驿头铺村产业帮扶最近又
有新动作。我们为村里贫困户申报了
产业发展扶助资金，大力种植玉竹等
中药材，群众积极性很高。”7月下旬，
安化县高明乡驿头铺村驻村帮扶工
作队队员、益阳绕城高速邓石桥收费
站副站长刘逸纵忙完手头工作，给在
安化县梅城镇黄泥村驻村帮扶的父
亲刘彬打电话。

刘彬是益阳市应急管理办公室
主任, 根据市里驻村帮扶工作整体安
排， 刘彬任驻黄泥村帮扶工作队队
长。这时，刘彬的儿子刘逸纵所在单
位也要选派一名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员。得知消息，刘逸纵心里痒痒的，但
又担心自己年纪轻，缺乏农村工作经
验，不能胜任。他把情况跟父母一说，
父亲拍着胸脯说：“不懂的就问我。我
们‘父子兵’，一起帮脱贫。”小伙子立
马主动请缨，获单位批准，成为驻驿
头铺村帮扶工作队队员。

此后，“脱贫攻坚” 成了这对父子

见面谈得最多的话题， 摸索出了什么
好做法、好经验，都第一时间分享。5月
初，驻驿头铺村帮扶工作队牵线搭桥，
益阳城区一家生产出口产品的服装企
业牵手驿头铺村， 由厂方提供材料与
技术，村里安排妇女劳力，办起了“扶
贫车间”， 村里30多人在家门口上班。
这个好消息很快传到了刘彬耳里，他
驱车30多公里， 到驿头铺村学习取
经。现在，具有黄泥村特色的“扶贫车
间”也在抓紧筹建中。

父子俩上了扶贫一线， 婆媳俩也
不当旁观者。 刘彬妻子詹佩君所在单
位益阳市交通发展投资公司， 本就是
驿头铺村驻村帮扶工作队的后盾单
位，儿子刘逸纵驻村帮扶，她也成了该
村贫困户袁中云的帮扶责任人。平时，
有什么事需要沟通， 或者有什么东西
要带给袁家，忙不过来时，詹佩君就委
托儿子代劳， 如今两家早已跟亲戚一
样。 刘逸纵妻子张焓在城区一所学校
当美术教师，工作很忙，但丈夫在安化
扶贫，她自然也特别关心。这个暑假，
她跟着丈夫去了扶贫点， 想着为村里
留守儿童做点什么。

精准扶贫在三湘

龙牙百合一年“剥”出2亿元
隆回山界回族乡1000余贫困户有了“饭碗”

扶贫一线“父子兵”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宁
奎）8月5日上午， 张家界天子山景
区， 钢琴演奏家元杰端坐在海拔
1200米高的御笔台，轻抚着一架红
色钢琴，周围三千奇峰耸立，如千
军万马； 黄龙洞景区，118架钢琴，
上百位钢琴演奏家和一个交响音
乐合唱团，以绿色稻田、哈利路亚
音乐厅绿色屋顶为舞台， 蓄势待
发。

9时30分，元杰十指连动，琴弦
起舞， 音符从黑白琴键中飞出，《我
爱你，中国》的优美旋律飘荡在风景
绝美的“张家界地貌”上空。与此同
时， 在与御笔台直线距离达到15公
里的黄龙洞，百台钢琴齐奏，千人唱
响同一首歌。由此，2018黄龙音乐季
拉开帷幕。

峰林之巅， 沃野稻田， 高山作
证，青苗传情。开幕式现场，绝世的
风景与美妙的音符交融， 为近万名
中外游客及选手带来前所未有的感
官享受。“这是一场绝无仅有的演
出， 也是文化产业创新的大胆尝
试。” 在台下作为观众的音乐家张
维，沉醉其中，惊喜异常。

黄龙音乐季诞生于2016年，一
年举办一次，是目前国内最具观赏
性的大型音乐展演、比赛、交流活
动，所有评委均为国内外顶尖音乐

艺术家。今年的黄龙音乐季将分为
3个阶段进行，8月4日至10日为国
际钢琴艺术周，8月13日至19日为
国际声乐艺术周，8月24日至30日
为国际合唱艺术周。期间，海内外

游客除了能够近距离感受世界级
的音乐风采外，还将欣赏到峰林音
乐会、屋顶钢琴音乐会、稻田合唱
音乐会等。

“让世界看见，也让世界听见。”

黄龙音乐季创始人叶文智表示，黄
龙音乐季对标“格莱美音乐奖”和
“爱丁堡艺术节”，计划通过5至10年
努力， 让其与张家界山水一样举世
瞩目。

让世界看见 让世界听见
2018黄龙音乐季启幕

� � � � 8月5日上午，张家界天子山景区，钢琴演奏家在御笔台演奏。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吴勇兵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8月5日讯 （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梁辉 徐晓平 周兰殊）由
湖南省人民医院尹新民教授首创的
“两步分层法快速切肝技术流程”得到
业内广泛认可，并在全国进行推广。在
昨天闭幕的第四届全国肝胆胰外科高
峰论坛、 第一届第一次国际肝胆胰协
会中国分会胆道结石专业委员会学术
研讨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同仁共聚
一堂， 分享了国内顶尖专家关于肝胆
胰外科方面的最新成果。

53岁的长沙市民王先生有着20
多年乙肝病史，近一年来，时常感觉
上腹部胀痛，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
巨块型肝肿瘤 。 如果进行开腹解剖
性肝切除手术，要在肚子上切开一个
20至30厘米长的口子，创伤很大，恢
复时间也很长。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
微创外科主任尹新民带领团队为其
施行腹腔镜下解剖性左半肝切除手

术，仅在肚子上打五个小孔便成功切
除病灶。尹新民介绍：“腹腔镜手术是
贴着血管进行， 切除病灶更加彻底，
手术根治性效果更好，还可以保护患
者的肝功能， 减少术后并发症的发
生，但对术者的要求更高，因为不能
用手接触手术部位， 而要借助器械，
就和拿筷子吃饭一个道理。” 由尹新
民于2009年首创的“两步分层法快
速切肝技术流程” 得到业内广泛认
可，并在全国进行推广。

在本次论坛上，湖南省普外腹腔
镜技术联盟大会暨增补授牌仪式举
行，普外腹腔镜技术联盟成为省内最
大医疗技术联盟。受省卫生计生委委
托，湖南省普外腹腔镜质控中心将在
全省范围内建立“湖南省普外腹腔镜
医疗质控网”， 以进一步提升全省普
外腹腔镜医疗技术水平，全面推动普
外腹腔镜技术规范发展和运用。

腹腔镜手术“无孔不入”
全国肝胆胰外科高峰论坛在长举行

湖南日报8月5日讯（通讯员 任
彬彬 周天哲 记者 胡宇芬）7月底，
湖南北卡国际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在
长沙高新区举行。按照规划，该中心
的建成将有助于集聚美国北卡州等
国际优势创新资源，助推我省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打造内陆创新和开放新
高地，进一步提升长株潭国家自主创
新示范区的国际影响力。

据悉，湖南北卡国际创新中心是湖
南省科技厅为落实湖南省与美国北卡
罗来纳州的友好省州合作框架协议，深
化与美国等欧美国家的科技交流与合
作，推进创新型湖南建设，组织多方共
同打造的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该创新中
心由湖南雅创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湖南

省产业技术协同创新有限公司、长沙高
新开发区麓谷创业服务有限公司共同
出资成立的湖南北卡国际创新创业服
务有限公司进行建设运营。

据金荣企业集团董事长、湖南北
卡国际创新创业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文金介绍，该中心将聚焦智能制
造、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信
息技术、绿色低碳、数字创意等产业
领域，搭建国际合作桥梁，对接中外
资本市场，构建包括“工业设计创新
中心、成果展示中心、技术创新成果
路演交流中心和国际创新合作中心”
等组成的全方位国际创新服务体系，
打造原创研究、国际技术合作、产业
孵化的国际创新链。

助推创新型湖南建设
湖南北卡国际创新中心揭牌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易禹
琳）“好的节目不仅好看而且好玩能
买！”昨日上午，作为芒果超媒（快乐
购更名）一员的芒果互娱与淘宝内容
生态达成合作，发布超级IP入淘合作
计划。从此，湖南卫视《中餐厅》等王
牌节目将与淘宝合作，构建创新型融
媒体产业格局，打造新的IP内容营销
模式。

据悉， 去年芒果互娱联手淘宝直

播，对《快乐大本营》进行了二次创作，
取得了满意的市场效果。此次的超级IP
入淘合作计划将在淘宝内容生态里融
入芒果王牌节目，创新玩法，实现从内
容端到消费人群的精准对接。其中包括
平台IP主题活动、 节目内容二次创作、
IP产品联合营销、明星艺人合作的全部
打通。即将启动淘宝直播《中餐厅》直播
合作项目以及和天猫母婴的《爸爸去哪
儿》游戏合作项目。

芒果系超级IP入驻淘宝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黄婷婷

“水面再低一点，石头就露出来
了。”

乘巡逻船从江西瑞昌市的长江
尾码头出发，航行江上，瑞昌市长江
综合保护局局长吴永坚指着岸边对
“大江奔流”采访团记者说：“为了防
止江岸崩塌， 我们过去每年要花费
4000万元来抛石护岸。”

瑞昌港区在过去10年间， 每年
都会发生崩岸， 上游地带多是急流
回旋区，防不胜防，政府只能投巨资
用石头加固堤岸，以“硬”办法来抵
抗江水的冲击。 但这样一来却妨碍
了航运发展。

瑞昌港位于长江南岸、 江西北
部，与湖北武穴市隔江相望。瑞昌市
19.5公里的长江岸线，有8.45公里可
用来修建港口码头。

随着当地矿石开采， 从2008年
开始， 瑞昌长江岸线渐渐聚集起了
不少“小、散、乱”码头，同时存在非
法码头抢建行为。

高峰期， 瑞昌市有各类码头52
家77个泊位， 其中非法码头16家19
个泊位。

“非法码头一旦开工建设，第一
件事就是把树砍光。” 吴永坚介绍，
这10年间，他眼见着岸变“秃”了，小
码头参差不齐地散布在岸边， 运输
矿石的车辆来来往往，扬尘弥漫，污
染遍地，江水浑浊，岸边的3万居民
苦不堪言；江岸也变得越来越脆弱，

无奈之下， 政府只能斥巨资抛石护
岸。

抛石护岸，终究治标不治本。
要治理，得先清理。
2016年开始， 瑞昌市开展非法

码头和非法采砂专项整治行动。共
拆除码头24家27个泊位，其中，非法
码头16家19个泊位，并将原10家小、
散码头整合成1家矿产品码头，共节
约岸线2150余米。

今年4月，江西提出要打造“最
美岸线”。

如何变“美”？九江市港口管理
局副局长王凌云介绍，“最美岸线”

要“水美、岸美、产业美”，生态修复
必须放在第一位。

瑞昌市将19.5公里岸线全部纳
入“最美岸线”生态修复工程规划，
并聘请浙江的专家对岸线进行整体
规划。

从拆除到修复，两年时间，长江
瑞昌段岸线修复及前期复绿工作已
经完成， 共栽种4.4万棵树木、90万
株芦苇，撒种草籽2000余公斤，新增
复绿面积2000亩左右。

记者一行航行在瑞昌港区的航
道上，船行处，水波轻抚江岸，芦苇
微微飘荡。

“有了这些植物，明年我们就可
以完全不用抛石了。”吴永坚说：“别
看草一掐就断，似乎很脆弱，但守护
起江岸来，可是坚固得很呢！”

生态修复之后， 航运发展也不能
落下。王凌云说，现在，要用400米岸线
来完成原来1公里岸线发挥的作用。

上港集团九江公司副总经理刘
秀清介绍， 上港九江码头今年将关
停2个旧码头，新增2个集装箱泊位，
并打造智慧港口， 实现码头提质转
型升级，建立九江市区域航运中心。
到时瑞昌港将成为生态优美、 航运
发达的良港。

从抛石护岸到芦苇飘荡
———江西瑞昌“最美岸线”生态修复见闻

� � � � 8月5日，
江西省瑞昌市
码头镇梁公堤

“长江最美岸
线” 生态修复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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