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

湖南日报9月3日讯（记者 黄利
飞） 三一集团近日对外公布了对非
投资数据。2017年，三一集团在非洲
销售收入近10亿元，同比实现翻番；
截至目前， 三一集团在非销售额累
计超过100亿元，位列国内工程机械
行业第一。 从销售设备到深层次参
与工业化建设，三一集团从一个“淘
金者”，变成了帮助非洲提升工业化
水平的“亲密伙伴”。

2002年， 三一集团第一台泵车
出口到摩洛哥， 成为最早一批进入

非洲市场的中国工程机械企业。
凭借性能优良的设备和到位的

售后服务， 三一集团先后参建了非
洲多个重点工程， 如非洲第一高楼
阿尔及利亚大清真寺宣礼塔、 世界
最大的炼油厂———丹格特炼油厂、
南非世界杯场馆等。

经过十几年耕耘， 三一集团在
非洲建立起了庞大的营销、 服务网
络， 拥有15家优质代理商、8个6S中
心、85个服务网点。

近年来， 三一集团不再单纯地

将设备卖到非洲， 而将业务范围拓
展至PC装备、风电、矿产、港口等领
域，助力非洲工业化建设。

2016年5月，三一集团在南非的
首套建筑工业化样板房落成；同期，
安装了102台三一风机的阿达玛风
场通过验收。

三一集团与埃塞俄比亚企业共同
运营阿达玛-湖南机械装备制造园。
该园区以工程机械、能源电力、汽车及
零部件、通用设备四大产业为主导，将
被打造成现代化装备制造园区。

三一集团还与中非发展基金携
手，在非洲市场的先进工业制造、清
洁能源电力、 大型基础设施等领域
抱团合作。

目前， 三一集团计划在南非建
立住宅工业化研发中心、 港口及铁
路装备制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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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欧金玉
通讯员 戴云

截至8月24日， 中央第八巡视组
移交省信访局的6592件信访件，均已
按相关规定办理。中央第八巡视组巡
视湖南以来，省信访局聚焦解决群众
关心的突出问题，切实维护群众合法
权益，全力推进整改各项工作，确保
按照中央第八巡视组的要求，做到群
众信访“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

增强政治使命感
直面问题不回避

省委、 省政府及各级领导高度
重视中央第八巡视组移交的信访
件。省委常委会、省政府常务会议多
次研究办理工作，听取情况汇报。省
委书记杜家毫、 省长许达哲及相关
省领导亲自领办移交信访件112件，
并深入贫困地区开展实地走访核查
和督导化解。 省委专门下发相关文
件， 建立各级党政领导领办移交信
访件责任制。省领导领办的112件信
访件、14个市州委书记领办的140件
信访件，全部按规定办理。省信访局
党组根据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和省
委巡视整改方案要求， 结合信访工
作实际， 制定了《巡视整改实施方
案》。坚持问题导向，以“闻过则喜”
的态度认领了6大方面、17个具体问

题，切实做到了直面问题不回避。

压实工作责任
全力推动抓整改

省市两级信访部门成立工作专
班，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
管、谁负责”原则，共向14个市州、94
个省直单位和中央驻湘单位发函
355件次，原信扫描交办3.1万余页，
推动了移交信访件办理责任的落
实。 省信访联席办建立电子备份和
纸质档案“双台账”，坚持“谁调查、
谁负责”“谁签字、谁负责”，督促县、
市两级落实“两审上报”，坚持十天
一调度，逐批次抽查回访，并会同省
委督查室开展联合督查,确保了移交
信访件如期按质办理。

省信访联席办下发专门通知，
将于9月上旬在全省开展中央巡视
组移交信访件办理“回头看”实地督
查活动。对移交信访件，办结情况不
理想或重复信访较多的重点地区、
重点单位， 省信访联席办将加大督
查力度， 责令整改。 整改仍不到位
的，将依照相关规定对失职、渎职行
为进行追责、问责。

健全长效机制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省信访局进一步健全信访工

作长效机制， 巩固和提升中央巡
视组移交群众信访件办理工作成
效， 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问
题。

推动建立领导干部接访下访制
度，全省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
部结合工作实际定期接待群众来
访，建立领导接访办理事项台账，对
重点信访事项及时约访或下访。建
立健全信访问题领办督办制度，认
真做好省级领导每季度领办和事后
实地督办信访问题协调服务工作；
指导督促各市州、县市区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和其他领导成员带头领办
和包案化解信访突出问题， 并由省
信访联席办不定期抽查市县两级领
办信访问题办理情况， 对部分重点
难点信访问题进行跟踪督办。 完善
信访突出问题协商会办制度， 依托
全省各级信访工作联席会议平台，
进一步理顺工作机制， 加强沟通交
流， 不断汇聚研究和化解信访突出
问题的工作合力。 扎实推进全省信
访工作法治化建设， 加强信访法制
宣传教育， 推动依法分类处理信访
诉求， 积极引导信访人以理性合法
方式逐级走访。

省信访局将进一步认真对照省
委整改方案要求， 抓好相关问题的
整改落实， 着力推动解决群众反映
的突出问题，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

巡视整改进行时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李贞
通讯员 刘维帅

让杂交水稻造福世界， 是袁隆平
院士的两大梦想之一。多年来，一批又
一批中国的农业专家深入遥远的非洲
田间， 用智慧和汗水让杂交水稻生根
发芽，结出了沉甸甸的稻穗。

其中， 东非岛国马达加斯加的杂
交水稻种植面积最大，产量也最高，平
均单产比当地品种高出1倍以上。巨变
背后， 是湖南省农科院和袁氏种业的
10多位专家持续13年的接力推广。8月
底，记者走进省农科院，听到了一个个
散发着芬芳稻香的故事。

为赶联席会议， 专家
忍痛躺在地板上飞抵马国

在2006年首届中非合作论坛
上， 我国承诺将在非洲建立10个有
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湖南省
农科院援建的马达加斯加杂交水稻
示范中心是其中首个项目。

马达加斯加是世界上除亚洲国家
外生产稻谷历史最长的国家。 但品种
老化严重，且种植管理粗放，平均产量
只有3.5吨/公顷， 大米不能完全自给。
该国政府急切地盼望尽快实施项目。

2007年3月30日， 专家组一行3
人启程赶往马达加斯加， 参加商定
在第三天召开的两国联席会议。省
农科院研究员杨耀松在曼谷机场转
机时，突发剧烈腹痛，脸色苍白，腰

都直不起来了。 航程还有3个小时，
登机还是改签？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没事的，死不了，我可以挨到马国，
再去中国援马医疗队看病。”

登机后， 杨耀松痛得只能躺在
座位边的地板上， 空姐坚持要他下
飞机，争执惊动了机长。同行的省农
科院研究员方志辉拿出随身携带的
感冒药、止痛片和止泻药各2片喂给
他吃，向机长保证会好起来的，看着
这股霸蛮劲，机长无可奈何默许了。

到达马国后，杨耀松立即被送
去治疗， 原来是肾结石急性发作，
治疗了7天才慢慢恢复。

不懂马语， 专家手舞
足蹈教当地妇女插秧

专家组在马达加斯加的第一次
播种，是在2公顷的试验田里对34个
杂交水稻品种进行品比试验， 以发
现最适合当地种植的品种。

到了插秧的时候，问题来了，马
国人不知道如何插杂交水稻的秧
苗。为了教会附近村落的妇女插秧，
专家们只能用临时学来的仅有的几
个马语单词，手舞足蹈地指挥比划，
那简单的术语一下子变得难以说出
口。每天从大清早忙到天黑，插完试
验田才歇上口气。

转眼到了收割季。 当地的脱粒机
不中用， 专家们只好像当地农民一样
使用最原始的脱粒方式， 雇请人工把
割下的稻穗一把一把用力在大铁桶上

甩，让谷粒落在事先准备的编织布上。
验收结果引起了轰动。 有一个

叫M729的杂交水稻品种，每公顷产
量达10.41吨， 比当地两个对照品种
分别增产51.5%和114.6%。

增产显著， 水稻上了
马国货币

2017年夏季的一天，马达加斯
加的几位官员来长沙拜见袁隆平
院士时，说道：“中国的杂交水稻在
马达加斯加的种植面积越来越大，
马达加斯加人民已基本摆脱饥饿，
马达加斯加人民为了感谢您，特地
选水稻作新版货币图案！马达加斯
加人民都想见到您！”

有意思的是， 伴随着杂交水稻在
马达加斯加走红， 一台从中国运去的
用柴油机带动的打稻机，也成了明星，
不仅多次在当地电视台亮相， 还参加
了马达加斯加成立50周年庆典。

年轻的阿曼德，是马达加斯加马
义奇镇安查努瓦吉村的杂交水稻种
植户。有次撑船卖了家里的余粮从集
市返回时， 遇见河边散步的方志辉，
兴冲冲地向他报喜。在方志辉的帮助
下， 小伙子还如愿进入了“公司+农
户”生产杂交水稻种子的行列。那充
满期盼的眼神，方志辉至今难忘。

杨耀松介绍， 如今在马达加斯
加从事杂交水稻推广的袁氏种业，
每年销售的种子达到150吨。 算下
来，那是7500公顷丰收的稻田。

聚焦解决群众突出问题
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省信访局全力推进巡视整改工作

杂交水稻香飘马达加斯加

三一从“淘金者”
变成非洲“亲密伙伴”

在非销售额累计超过100亿元，居行业首位

魏水石

“以夭梅病梅为业以求钱也。”
龚自珍《病梅馆记》中抨击的“夭梅病
梅”，似乎成了荧幕上“花美男”们的
隐喻———他们收获着天价片酬，有吹
弹可破的皮肤、 纤细瘦削的体态，也
不乏奢华精美的服饰，多了几分扭捏
与造作，少了几分自然与豪迈。和父
辈们普遍崇拜的战斗英雄相比，如今
的孩子们被“花美男”们的光环晃得
头晕目眩， 不仅效仿他们的穿衣打
扮，而且常故作娇滴滴状，越来越多
的男孩呈现出偏女性化的倾向。

究其原因， 大众传播的推波助
澜不可忽视。 某些综艺节目和影视
作品的花式 “轰炸 ”，粉丝应援文化
的兴起和娱乐资本的大量投入 ，加
上移动互联网的普及， 造就了愈演
愈烈的 “花美男 ”潮流 。通过一部电

影、一部电视剧、一首MV，甚至仅仅
因为 “颜值 ”，“花美男 ”们就如流水
线般粗制滥造出来。

“颜值”真是“值”，与身价关联、
与利益对接。久而久之，利益攸关各
方狂欢的背后， 是那些价值观尚未
定型、涉世不深、鉴别力不强的青少
年深陷“三观不正”的泥淖。但是，居
然有制片人出面辩解，用“孩子们就
是喜欢这样的人”“‘花美男’就是受
欢迎”当做推卸责任的借口。

难道只剩下“花美男”可供孩子
们效仿？《战狼2》 叫好叫座，《红海行
动》票房高企，说明这不是一个只懂
得欣赏 “花美男 ”的时代 ，大多数人
更欣赏军人身上那种 “燃 ” 的气
质———硬汉式的刚猛血性、 硝烟中
的舍生忘死。 很多看过电影的男孩
希望能像冷锋那般空手接白刃、铁网
拦炮弹， 把蛟龙突击队员当作偶像。

可以说，这些气质，就是大多数人期
待的样子；这样的偶像也是很多孩子
想成为的那种人。

到底什么是男性应有的气质 ，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答案。 观念的开
放 、成长的环境 、个体的差异 ，都会
反映在言行举止中。 沈腰潘鬓的审
美可以存在， 但刻意推广为大众偶
像就令人堪忧了。

“娘炮”“花美男”现象之所以引
发广泛的忧思， 因为它不仅关乎某
个人、某种性别的性格气质养成，更
关乎民族下一代有着怎样的精神面
貌、责任担当。

全 国 宣 传 思 想 工 作 会 议 上 ，
习近平总书记把“育新人”作为重要
使命任务提出来，我们不妨想一想，
在生活中 、课本里 、荧屏上 ，需要树
立怎样的男性形象， 才能让孩子们
成长得更加勇敢、更富担当。

到了该审视“花美男热”的时候了
三湘时评

美丽乡村入画来
9月1日，双峰县梓门桥镇街埠头村如诗如画。近

年来，梓门桥镇加强了对河道的日常保洁，关闭了一
批对人居环境影响较大的养殖场和工矿企业， 全力
打造“天蓝、水绿、地净”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李建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