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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贺佳
张斌 ）中秋、国庆“双节”到来之际，
9月20日至21日， 湖南派出8个检查
组奔赴全省各地开展明查暗访。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已查处取缔的
“一桌餐”无证无照餐饮单位进行“回
头看”。 这是湖南省委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紧盯“一桌餐”问
题，驰而不息纠“四风”治陋习的一个
缩影。

近年来，“不吃公款吃老板”、吃
请场所由高档豪华场所向住宅小区
“一桌餐”转移等现象，成为“四风”陋
习问题衍生的新变种。 与其他穿上
“隐身衣”变异的“四风”陋习一样，
“一桌餐”问题的冒头，再次证明“四
风”陋习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稍
有放松就可能死灰复燃。持之以恒纠
“四风”，必须向“一桌餐”开刀。

今年8月以来，省委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书记杜家毫
明确要求在全省部署开展“一桌餐”
“私房菜” 等无证无照餐饮单位专项
治理工作，从源头上铲除“一桌餐”生
存土壤， 净化社会风气和政治生态。
与此同时，成立“一桌餐”“私房菜”等
无证无照餐饮单位专项治理工作小
组及其办公室， 下发专项治理通知，
召开全省动员会、调度会，明确责任
分工，部署治理措施，落实纪律要求；
省纪委把治理“一桌餐”列入全省纠
“四风” 治陋习树新风专项工作重要
内容，把党员干部参与“一桌餐”问题
作为执纪监督、 执纪审查的重要内
容，统筹推进专项治理；全省14个市
州党委成立相应工作机构，制定工作
方案，层层部署安排；相关职能部门
履职尽责、精心组织，形成了高位推
进、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治理工作
格局。同时，各级利用报纸、电视、网

络等媒体，深入宣传报道专项治理方
案和有奖举报措施，广泛调动群众参
与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形成了合
力共治的浓厚氛围。

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全省各级
聚焦每一个居民小区、 每一栋商业楼
宇、每一家私人会所等场所，鼓励群众
举报，组织工商、食药监等相关职能部
门，调动街道、社区等基层力量，进行
全面排查，最大限度发现“一桌餐”“私
房菜”等无证无照餐饮经营单位。对排
查到的无证无照餐饮经营单位， 分级
分类登记造册，实行挂账销号；对收集
到的举报线索，依法查清查透，举报属
实的给予奖励;对无证无照经营的，坚
持依法取缔；对提供场地者，依法追究
连带责任；对符合办证办照条件的，督
促依法诚信经营；严重违法的，依法纳
入“黑名单”，实行信用联合惩戒；对充
当“保护伞”或党员干部参与“一桌餐”

的，移送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涉嫌犯
罪的，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截至9月中旬， 全省共出动执法
人员3.4万人次， 检查经营者1.77万
户次，责令停止经营1112户，责令停
止提供经营场所526个，查处食品违
法案件97件， 取缔违法经营者303
户，查处党员干部参与“一桌餐”问题
7人， 给予4名厅级干部党纪政务处
分。通过一个多月的专项治理，从源
头上铲除“一桌餐”的生存土壤，严肃
查处背后的腐败问题，向各级党员干
部再次释放从严信号，得到了广大群
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

湖南省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湖南将坚持纠建并举，认真研究分
析“一桌餐”“私房菜”专项治理工作中
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督查、考核、调
度、回访长效机制，发挥制度治本作用，
持续发力，深度治理，确保取得实效。

湖南省委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紧盯“一桌餐”
驰而不息纠风治陋

� � � � 湖南日报香港9月23日电（记
者 邓晶琎 孙敏坚）今天7时45分，
G6113次列车从高铁长沙南站驶
出， 于当天11时45分抵达终点站
香港西九龙站。这是湖南首趟直达
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铁列车，湘港
两地列车首次实现了当天往返。

“以后来往湖南和香港将首选
高铁，而且出行频次也会增加。”首
发车上，香港海洋集团董事长王博
文告诉记者， 直达香港高铁开通
后，早上从长沙出发，中午就可抵
达香港。 在西九龙站站内便可完
成出入境手续， 大大节省了旅行
时间。

当天中午，正值在港客流高峰
期。在香港西九龙站，记者花了约
半小时便完成“一地两检”。即，在
车站B2层相继办理完成出境、入
境手续后出站。当晚，客流减少，自
助通关时间最快仅需10分钟。

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开通后，香
港首次连接内地2.5万公里的高铁
网络，进入“高铁时代”。香港西九龙
开行前往内地44个城市的高铁列
车，其中停靠湖南的城市有长沙、株
洲、衡阳、郴州。长沙每天有3趟列车
始发或途经前往香港西九龙。

（相关报道见4版深读 《乘着
高铁去香港》）

�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通讯员
杨能团）日前，第12届德国柏林轨
道交通技术展在德国柏林成功举
办，14家湘企精彩亮相。

在省贸促会的精心组织下，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山河智
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金杯电工衡
阳电缆有限公司、株洲时代金属制
造有限公司、湖南金联星特种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等14家湘企亮相展
会现场，展出面积近800平方米。

其中，中车株机首次发布全新
混合动力交流传动调车机车，该机
车完全按照欧洲铁路规范标准与
德国联邦铁路局入网要求设计，参

展结束后将直接交付德国汉堡车
辆段，服务德国市场。

德国柏林轨道交通技术展始
创于1996年， 每两年举办一届，
被誉为“轨道交通界的奥林匹克”。
本届展会汇聚了全球轨道交通
近两年最前沿的科技成果， 共设
展馆41个， 室内展览面积20万平
方米，共有全球61个国家和地区
的 3062家独立参展商参展，其
中，中国参展企业176家，展出面
积6700平方米。

展会期间 ， 我省成功举办
2018湖南轨道交通走进欧洲（德
国）推介会。

14家湘企
精彩亮相德国轨交展

朝饮长沙水 午赏香港景

长沙直通香港高铁开通
长沙每天有3趟列车始发或途经前往香港

西九龙，停靠湖南的城市有长沙、株洲、衡阳、
郴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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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见习记者 黄婷婷

面对中央环保督察组对我省
“回头看”这场“大考”，我省近期进
行了一场考前“模拟考试”。8月底，
落实省委、省政府指示精神，省突
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从住建、水利、环保等14个省
直部门抽调力量，组成7个小组，分
赴全省14个市州， 开展中央环保
督察“回头看”省级抽查行动。

此次抽查共现场核查61个问
题点，有的是沉疴宿疾，有的被群
众反复投诉。这些问题是否已整治
到位？本报记者跟随抽查组一行赴
多地走访，一探究竟。

去浊还清，一批突出
环境问题加速整改

9月初，记者跟随抽查组驱车
前往岳阳县麻塘办事处东风村的
谢陇垃圾填埋场整改项目现场。
汽车停在一条石子路边， 若不是
司机提醒目的地已到， 实在难以
将眼前所见与垃圾填埋场挂起钩
来。

山坡绿油油一片， 青草密布，
沟渠分明， 仿佛置身高尔夫球场。

深吸一口气，闻不到异味，只有气
体导管和项目公示牌提醒着大家，
这里在今年5月份正式整改之前，
还是一个垃圾裸露、臭气熏天的垃
圾填埋场。

岳阳县住建局副局长吴红兵
告诉记者，2013年，该县新开元无
害化垃圾填埋场建成投运，老式的
谢陇垃圾填埋场因此弃之不用，直
至2017年才对该填埋场启动整
改， 今年5月工程队伍进场实施黄
土覆盖、复绿工程。

去年被中央环保督察组“点
名”的金龙矿业尾矿库，环境也正
在改观。 该尾矿库因渗漏污染问
题，影响周边群众生活多年。

记者跟随抽查组来到衡东县
石岗村，只见金龙矿业高塘冲尾矿
库已自下而上逐级建造护坡，全部
覆盖客土， 正在进行生态修复。草
籽播撒后， 有些已在地表泛出新
绿。尾矿库坝下，原来的渗漏液排
放口已被混凝土封堵，渗漏液由一
根管道接入收集池，再被泵送至不
远处的废水处理站，不再直排污染
环境。

全力整改，去浊还清，一批突
出环境问题加速整改。

荩荩（下转2版）

一场“模拟考”
整改在路上

———我省积极迎接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

金谷
报喜

9月23日，
道县原地正禾
农场，农机手将
收割的稻谷装
卸到车上。该县
是全国粮食生
产大县，今年种
植的81.21万亩
水稻获得丰收。

何红福 摄

� � � � 图① 9月22日晚，游客在放河灯祈福。当天，长沙世界之窗开展庆中秋主题活动，
中秋合拢宴、重庆铜梁钢花、放流荷花灯祈福等，让游客欢度中秋假日。 周煌辉 摄

图② 9月22日，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芋头古侗寨，游客在体验“高山流水”的侗
家风俗。 尹序平 摄

图③ 9月22日， 长沙市天心区新开铺街道新天小区， 志愿者指导居民制作月
饼。当天，该区举行“邻里守望，敬老孝老”中秋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蒋小燕 摄影报道

①

②
③

湖南日报评论员

年年中秋，今又中秋。在桂香扑
鼻的惬意里， 在疏影横斜的画卷中，
人们吃饼赏花、拜月赏月，以月之圆
兆人之团圆。

“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一
轮悬空皓月，盛装着中华民族延绵千
年的情感、审美、哲思，盛满了中国人
对故土的依恋、对美好的向往、对幸
福的追求；在这具有特殊仪式感的节
日里，人们以诗明志、以物寄情，让一
块看似平淡无奇的圆饼贯连历史与
现实。

中秋佳节，在每个中国人的情感
世界里有着非同一般的分量。从仰头
望月的吟诗作唱，到“拜月坛”“望月
楼”之类的古存；从“迎寒”“祭月”的

古老社制， 到固定为国家的节日；从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个人思
绪翩跹，到“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
酒楼玩月”的群体仪式感，鲜有哪个
民族能像中国人把月亮的意象演绎
得如此深邃。

天上圆月，人间团圆，人月两团
圆的意境，是中华民族追崇的人伦境
界。作为文化基因的纽带，中秋节承
载着深厚的亲情、故乡情，更承载着
浓浓的家国情。 它以家庭为主体，寓
意阖家团圆；以共享为福祉，寓意民
为邦本；以和谐为基调，寓意国运昌
盛。“月是故乡明，人是家乡亲。”三年
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期间与当地侨
胞话中秋、诉乡情时，道出了他炽热
的同胞情怀、家国情怀。

中秋的传统之“脉”，有着中华民

族精神之风、 民族之根、 文化之魂。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 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
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作
为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时光积淀起来
的珍宝，是文化基因的表征，是融入
民族血脉的文化音符。 正因为如此，
它并未随着时间冲刷而被掩埋于历
史墟土中，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
之美，更是标注文化自信的刻度。

中秋之美，也存在于对人生价值
的思考、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在社会
转型、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下，“各安
其居而乐其业， 甘其食而美其服”依
然是我们不变的追求，“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依旧是我们魂系一处的
共同价值。以家为思怀的原点，让传

统与现实对接，从传统文化中吸收养
分，助力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这是
中秋在当今时代的价值所系。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
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让人忧心的
是，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一些传统的
节日习俗渐渐为人们所遗忘，甚至在
不少年轻人看来，中秋节的意义似乎
只剩下月饼以及那难得的几天假期。
对传统节日的“淡化”，让节日蕴含的
诗意与情怀日渐式微，这不是保护和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应有之举。

“月到中秋分外明”。在年复一年
的邀约里，无论身在异乡，还是陪伴
家人， 无论今晚夜色会不会月华如
水，中秋佳节，都会因我们每一个人
的真情坚守而意蕴绵柔。

中秋，融入民族血液的文化音符

锦绣潇湘邀明月
欢乐金秋共此时

“晒龙谷” 庆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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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