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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彭坚中

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以来， 省国资
委党委坚决贯彻中央精神和省委部署，把抓好
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
持抓早抓小、落实落细、真整真改，认真写好
“巡视后半篇”文章，通过巡视整改，省国资委
系统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稳步形成，监管企业
改革发展和生产经营形势持续向好。 截至8月
底，37户监管企业资产总额达11503.08亿元，
1至8月实现营业收入2854.73亿元、利润87.3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7%、44.7%。

党委重视， 整改任务落实
落细落小

省国资委党委始终注重加强对巡视整
改工作的组织领导，坚持上下联动、形成合
力、有效推进，牢牢掌握工作主动权。党委会
专题研究巡视整改工作， 制定整改实施方
案，党委班子成员主动认领责任，分四个方
面制定出25条具体整改措施， 建立问题清
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明确了整改时限、
具体责任人， 党委主要领导坚持直接抓、抓
具体、抓到底，盯住反馈的重点问题，亲自部
署、亲自过问、亲自协调、亲自督办。

针对中央第八巡视组发现的问题，举一
反三，组织开展专项督查；5月份就制定《省
属监管企业党建工作存在问题自查整改方
案》，推动整改任务落实落细落小。9月3日至

7日，省国资委党委组织3个督查小组，采取
随机抽查、明察暗访等方式，深入12户国有
企业，发现短板弱项25个，严肃指出并督促
整改落实到位。

各企业党委（党组）按要求制定具体工
作方案，党委（党组）书记切实履行第一责任
人责任，及时完善整改落实工作台账，实行
逐个问题“挂号”、逐项内容“销号”，努力做
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为切实解决“部分领导干部插手工程项
目，打招呼、提篮子”的问题，省国资委党委
通过加强制度建设，出台《关于规范省属监
管企业工程建设领域管理坚决抵制“提篮
子”现象的规定》，提出坚决杜绝“提篮子工
程”、坚决杜绝资质外借挂靠联营、全面规范
工程建设招投标管理、严肃查处围标串标行
为、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概（预）算管理、强化
信息化监管手段、严格实行全程监督、严肃
追责问责等8条标本兼治的具体措施， 彻底
整治在工程建设领域通过领导打招呼、“提
篮子”滋生的腐败。

党建发展两手抓，巡视整改
见实效

省国资委党委制定关于落实意识形态
工作责任制巡视整改实施方案，明确将意识
形态工作纳入企业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
标管理、纳入执纪监督和干部考核，作为述
职报告和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内容，并加强检

查考核， 考核结果与企业领导人员奖惩、薪
酬、使用挂钩。

进一步加强国企党建，按省委要求理顺
监管企业党建工作领导体制，深入推进“党
建质量提升年”活动，共修订一级及以下公
司章程492个、党组织议事规则500个，全面
完成13户省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含新三
板）党建工作要求进公司章程工作，举办“国
企千名支书进党校”培训班和企业党员管理
业务专题培训班，深入15户企业进行专题辅
导，共培训党务人员3500多人次；编发《省属
监管企业党支部“五化”建设工作指南》，制
定《省属监管企业党支部“五化”建设考评标
准（试行）》，全面推行党支部分类定级管理；
举办企业党员管理业务专题培训班， 启动
“国企万名党员素质提升工程”； 强化人员、
机构和经费保障，调整15名不认真履职的企
业基层党组织书记。

省国资委坚持问题导向和效果导向，推
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省属国企列入我省“5个100”项目17
个，目前已完成投资16亿元；积极推进国有
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和企业重组整合，将湖南
兵器集团和新天地集团重组整合为湘科集
团、 将省招标公司重组整合至省建筑设计
院，吸引优势资源组建通达电磁能股份有限
公司；深入推进“三供一业”分离、“僵尸企
业”处置、企业内部三项制度改革，企业活力
和竞争力明显增强。

邹晨莹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是过去的流行
歌。 而今，“小芳”早已不是印象中的模样。 在
日前国新办就“中国农民丰收节”举行的中外
记者见面会上，一则湖南返乡创业“新农民”
董敏芳分享 “种田乐” 感受的视频被广为传
播，网友们直呼“现在的‘小芳’知性大方”。

和以往通过网络直播销售农产品有些不
同，一段时间以来，类似董敏芳的农民“网红”在
互联网上吹起层层涟漪：劈柴、砍竹、挖菜，网友
们看到李子柒把山居生活过成了“诗与远方”；侗
族女孩袁桂花有着300万粉丝，当镜头细腻到每
一颗葡萄、每一滴雨水，以及每一个笑容，农村生
活透出颇为迷人的魅力；背依食材丰富的大山，
自带悠然自得的节奏，“华农兄弟”镜头里妙趣横
生的生活，给予人们修复和治愈的慰藉。

网友被这样的农民“网红”打动，源于他
们所反映的返璞归真、田园牧歌、耕耘收获。
一言以蔽之， 视频中农民的精气神和农村的
新生活令很多网友为之向往。 借助农民 “网

红”的视频，网友们通过小小的屏幕就能欣赏
村落美景、代入乡土生活，在想象的游览和对
话中获取愉悦和轻松感，收获了全面、鲜活、
生动的农村。

在传统印象中，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雨
天一身泥，晴天一身汗，终年辛勤劳作不得清
闲。 而“网红”农民则告诉人们，农民这一职业
完全有可能以更潮的方式呈现。 人们从农民
“网红” 的正能量传播中蓦然发现， 农民、农
业、 农村仍是蕴藏丰富的金矿： 色彩是斑斓
的，功能是丰富的，业态是多样的。

播田间生活、种生态蔬菜、卖老家土产、
开设农家乐……乡村振兴的推进， 也许比我
们所想象的更需要类似董敏芳这样的农民
“网红”，不只是制造一时的话题噱头，更不是
从事简单的网络销售， 而是创造一种持之以
恒的精神需求：一方面，大家为农民呐喊、为
农民加油、为农民点赞，让农民的付出和贡献
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认可；另一方面，通过展示
农村的新变化和乡村振兴的新希望， 唤回跳
出“农门”的游子，唤醒内心深处的乡愁。

乡村振兴需要更多农民“网红”

�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蒋莉）今晚，在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剧
场， 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乌石
记》 进行结项演出。 该剧由湖南省昆剧团创
排，以郴州名人、唐代贤相刘瞻之妻李若水等
为原型改编，通过李若水和刘瞻的贤与廉，引
发观众对于当下社会现实的思考。

据记载， 唐代贤相刘瞻曾在郴江河畔的
乌石矶居住， 他曾力救无辜者却获贬驩州
（今属越南）， 秉廉贤、 敢直谏。 乌石象征着
刚硬、 正直、 耐清贫， 刘瞻正如同乌石一
般。《乌石记》讲述了刘瞻妻李若水，处清贫时
用自己的力量扶持丈夫， 处荣耀时与丈夫一
起抵制贿赂，处危难时敢于伸张正义。 夫妇
为官转易多方， 始终持乌石数枚， 以石自

励， 终能洁以自身、 救人危难、 激浊扬清而
不负心志。

该剧已于7月5日首演。 湖南省昆剧团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罗艳饰演女一号李若水，国
家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黄炳强饰演男主角刘
瞻。相较于首演，本次呈现的《乌石记》进行了
调整， 剧情上强化了李若水作为一个贤妻来
扶助丈夫的行动线。在灯光、舞美和服装方面
有了精雕细琢。更加强化清正廉明，夫妻之间
患难见真情、相濡以沫的主题。

凭借尊重文史、 弘扬反腐倡廉等特色，
《乌石记》成功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大型舞台
艺术创作资助项目。 该剧10月将参加湖南省
艺术节， 并作为最新作品参加10月在苏州举
办的第七届中国昆剧艺术节。

昆剧《乌石记》长沙上演
再现唐代刘瞻夫妻的清廉故事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熊远帆）21
日， 长沙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9月26
日至27日,�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第六届
会商会将在长沙召开。

据悉，本次会商会将审议并签署《长江中
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共建科技服务资源共享平
台合作协议》《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新区
发展合作框架协议》《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近
期合作重点事项》3个协议文件。此外，还将开
展科技、人社、旅游、质监、工商联等系列分会
活动， 围绕推进长江中游城市群四省会城市

科技服务业的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提高社会
保险公共服务水平和工作效能， 促进民营经
济协同创新发展等领域，开展点对点、深层次
的合作交流。

本届会议由长沙市委、市政府主办，是自
2013年以来长沙市第二次主办该活动。 会议
将邀请武汉、合肥、南昌三个省会城市市委书
记、市长率团参会，并特邀黄石、岳阳、安庆、
九江、黄冈、株洲、铜陵、抚州等8个观察员城
市，以及湘潭、益阳、萍乡等3个区域合作特邀
城市参会。

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会商会
将在长举行

将签署三个合作协议推进重点领域务实合作

� � � �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通讯员 张望宏）9
月21日，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政府与湖南一
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国药控股湖南有限
公司签署了医药健康产业综合发展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围绕着杨梅、茯苓等农产品、中药材
的深开发，一条产业延伸链正在靖州铺开。

靖州素有“中国杨梅之乡”的美称。 在靖
州，漫山遍野、目及之处都有杨梅树，全县有
10万余亩杨梅基地，4万余名杨梅果农。 2014
年， 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抢占先
机，先期在靖州投资建厂，突破了杨梅鲜果难
以保鲜的技术层面， 将杨梅深加工为杨梅果
饮，实现了靖州杨梅深加工产业的突破。

杨梅全身是宝， 随着科学技术研究及植
物萃取技术的不断成熟， 国外开始瞄准杨梅
黄酮的萃取。 杨梅黄酮有着良好的抗氧化功

能，近年来，成为医药保健行业和化妆品行业
的“新宠”。 而杨梅黄酮的萃取来自于杨梅枝
叶、树皮和果实，是“变废为宝”的好途径。

杨梅黄酮国内外市场前景正好， 每公斤
可卖出1500元左右的价格。 去年以来，靖州
县政府牵线搭桥， 与国药控股湖南有限公司
及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团队合作， 将杨梅黄酮
开发合作项目落户在一品东方， 促进企业强
强合作， 将靖州的杨梅产业及中药材产业做
大做强。

据悉，靖州梅农多以鲜果销售为主，受自
然环境制约，梅农对梅林的管理缺乏积极性，
杨梅黄酮产业链开发项目的实施， 每年将消
耗靖州30%的杨梅次果， 大幅提高鲜果和修
剪枝叶的利用率， 每年可实现收入一亿元左
右，为产业增长、农民增收提供强大的支持。

杨梅枝叶也能赚得“黄金价”
靖州牵线搭桥为产业谋出升级路

巡视整改进行时

省国资委上下联动 多措并举抓整改

推动国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场“模拟考” 整改在路上

秀美新晃
� � � � 9月21日， 水环绕、 风光秀美的新晃侗族自治县县城。 近年， 该县加强对生态水环境的治理及 水风光
带的建设， 打造了全长3.5公里的沿河风光带、 水印象广场、 侗锦广场等休闲、 健身场所， 让市民乐享生态之
美。 傅聪 潘梁平 摄影报道

� � � � �荨荨（上接1版）
污水不再横流。 在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

镇大明村居民对污水外排、 臭味难闻问题进
行反复投诉后， 开福区于去年11月新建了日
处理量500吨的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 目前，
开福区正在规划建设苏托垸污水处理厂，已
完成招标工程，第一期工程可日处理污水10
万吨，预计在2019年底投入运行，可解决开
福区沙坪片区、苏托垸片区和青竹湖片区一
部分生活污水处理问题。

河水逐渐变清。 华容县对华容河沿岸1
公里以内畜禽养殖户全部退养， 对状元湖、
护城河等黑臭水体进行治理，新建了桥东污
水处理厂。通过系列生态整治行动，华容河
进入洞庭湖的六门闸断面水质已有明显改
善。

向餐饮油烟问题说“不”。邵阳市大祥区
红星社区重林路曾是夜宵烧烤一条街，近
200米的道路旁聚集了33家烧烤店， 居民因
油烟、噪音问题不堪其扰。此次抽查发现，24
家烧烤门店已关停，剩下的9家门店也已与当
地政府达成退市协议，年底前将全部关停。

堵住漏洞，切实纠治整改不力
省突出环境问题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省环保厅厅长邓立佳表示，此次
抽查就是要准确掌握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和交办信访件的整改工作推进情况，切实
纠治整改不力，特别是“表面整改”“敷衍整
改”“假装整改”等问题。

针对发现的问题，此次抽查行动共向地
方政府下发了31份交办单，要求依法依规查
处违法行为，将问题全面整改到位，并在5个
工作日内，将整改情况上报省突出环境问题
整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涉及责任追究
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执纪问责。

接到交办单，各地雷厉风行，加快整改。
衡阳高新区内，三化馨苑小区的“蜗牛

馆”已经人去屋空，不再进行餐饮经营。这家
位于居民楼一楼的餐饮店，去年以来屡被周
边居民投诉油烟直排、噪声扰民，且属无证
无照经营。 抽查组8月底到现场发现该餐馆

仍在违规经营。接到问题交办单后，衡阳高
新区工作人员责令该店立即停业，餐饮店在
7日内拆除并搬离了桌椅及相关设施， 并解
除了租赁合同。近段时间，衡阳高新区华兴
街道城管中队会不时进行巡查，确保这样的
油烟、噪声扰民事件不再发生。

郴州嘉禾县的广发农牧有限公司是一
家大型养殖企业，存栏生猪1.5万头以上。企
业对猪粪水进行干湿分离， 废水循环利用，
一部分进入沼气池发电，一部分作为该公司
苗木基地的干肥使用，走种养平衡发展的路
子。抽查组发现该公司仍存在环保“硬伤”，
污水处理应急池迟迟未建成；也不乏一些小
问题， 如水循环利用没有建立清晰台账、废
水处理生化曝气环节细菌活性不足等。抽查
组指出问题后， 广发牧业迅速建起了应急
池；第三方环保公司技术人员正在对曝气池
的菌种进行再培养，增加活性；流量计的安
装正在调整仪器型号，近日即可到位。

对于不符合产业政策、当地产业布局规
划以及污染物排放不达标的“小散乱污”企
业， 中央相关部门要求必须做到“两断三
清”，即断水、断电，清原料、清设备、清产品，
从而防止污染问题反弹。抽查发现，不少地
方的整改并不到位。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花垣县4家瓦窑厂、株洲茶陵县2家砖厂已停
工停产，但均未实施“两断三清”；怀化市鹤
城区城东搅拌站取缔后仍遗留有生产设备。
对此， 花垣县已对这4家瓦窑厂采取集中清
理行动， 茶陵县强力拆除了2家问题砖厂的
相关设施设备，鹤城区对城东搅拌站进行全
面拆除和清运。

转型升级， 绿色发展方为
治本之策

9月11日， 湘乡市的长仑空心砖厂正在
为密封式生产厂房安装除尘设备，厂房后的
边坡复绿正在进行。

这家生产了6年粘土砖的砖厂，今年1月
停产整改。生产厂房密封，安装脱硫设备；修
建5个污水沉淀池、1个废水循环池。 砖厂注
销了采矿权， 由生产粘土砖改为生产空心

砖，采用建筑垃圾、尾矿等作为生产原材料，
经过粉碎、加工、配比等工序，重新烧制，既
环保还能减少二次污染。

“空心砖的生产成本高于粘土砖，但粘
土砖生产破坏环境，肯定不能再搞了。”长仑
空心砖厂老板文湘平对记者说。

据了解， 湘乡市原有的20多家粘土砖
厂，经过此轮整治，有5家砖厂像长仑空心砖
厂一样选择了转型升级，老板们也希望在符
合产业发展政策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绿色发展方为治本之策。企业的认识在
不断提升，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同样在积极
作为。

8月，嘉禾县对6家僵尸企业未拆除的冲
天炉予以强制拆除，防止其死灰复燃。“这些
企业早已关停，有的老板远在广东，县里通
过多种方法联系他们回来，
将该拆的拆掉， 该清的清
掉。” 嘉禾县环保局局长李
泽华告诉记者， 嘉禾县261
座5吨以下冲天炉全部拆
除。

嘉禾县是全国闻名的
铸造之乡，有“江南铸都”之
称， 但铸造企业普遍存在
“小、散、乱、污”现象。为此，
嘉禾县在整治冲天炉的过
程中， 一手淘汰落后产能，
不打折扣；一手推进产业转
型，不遗余力。

去年以来，嘉禾坚持整
治和帮扶相结合，推动规模
较大、工艺设备较先进的铸
造企业整合入园，贴心服务
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对
接引进一批带动性强、附加
值高的企业，实现铸造产业
大转型， 企业布局由散到
聚、管理由乱到治、规模由
小到大、 环境由污到净、税
收由少到多。据统计，今年
上半年，全县铸造产业实现
产值59.5亿元， 同比增长
15.4%； 入库税收达到1.74
亿元，同比增长3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