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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江钻

从“一门两牌、合署办公”的事业单位，到完全走向
市场的国有企业，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的转企
改制牵动人心。

“转企改制，事关1.2万多名干部职工。体制机制的变
化和身份转变除了带来心理上的落差，许多职工担心转
企以后收入有没有保障，会不会减少？”10月24日，湖南
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谢立新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湖南省高速公路系统人员多、牵
涉面广，一下子转为企业，大家心存疑虑，部分员工存有
困惑和畏惧心理。“集团领导班子也经历了一个心态转
变的过程。”

湖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和省高速公路总公司“一门
两牌、合署办公”模式对加快高速公路建设、提高交通服
务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为了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发展
需求，湖南高速公路强管理、优服务、控风险的要求也越

来越迫切，实现政企分开势在必行。
2017年12月，省高速公路管理局（省高速公路建设

开发总公司） 整体转制为企业并移交省国资委管理，结
束了20多年事业单位管理模式。

如何保证转企改制稳步推进、队伍稳定？确保6000
多公里高速公路安全、畅通？集团党委认识到，只有通过
加强党的领导，强化党的政治建设，加强各级基层党组
织建设，党员干部以身作则、以上率下才能促进高速公
路改革、稳定、发展。

党员除了带头支持、推进改革，还要找职工谈心，及
时化解思想疙瘩。“只有与群众讲知心话，贴近他们的实
际情况和心理需求，才能从源头上化解矛盾。”谢立新介
绍，改革改制启动后，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做深做细思想政治工作，集团公司375个党支部、
3979名党员成为推动改革发展的“稳定剂”和“推进器”。

今年9月28日，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
立， 为省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功能类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资本300亿元，公司所属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4550公
里，在建高速公路411.93公里，总资产近4000亿元。

“关键时刻，润物无声的党建工作起了关键作用。”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何海
鹰说，如今湖南高速实现从“局”到公司的华丽转身，迈
入发展新时代。

谢立新介绍，下一步公司将坚持党建引领，向改革
要效益、向管理要效益、向市场要效益，通过几年的努
力，把公司打造成为法人治理规范、发展战略明晰、主业
优势突出、产业布局精准、经济效益良好的具有较强市
场竞争力的基础设施投资运营集团， 把企业做强做优，
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高速出
行服务。

� � � �从事业单位身份， 转换为企业员工，1万多人的思想工作
如何做？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使用了一个“法宝”———

党建工作稳人心加强国企党建 打造“红色引擎”

光网入农户 直播卖土产
10月24日，衡阳县界碑镇将军村大山深处，残疾青年彭超在家门口通过网络直播推销土鸡蛋。今年，彭超通过

直播网上销售了2000多只土鸡，成为远近闻名的“网红”。近年来，中国电信衡阳分公司加大了对农村光纤宽带的
投入，建设了1750个光网村（其中衡阳县128个），真正打通了农村信息化的“最后一公里”，全市所有行政村光网均
已到达，覆盖率达到100%。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石门100万元重奖脱贫攻坚先进典型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通讯员 胡红霞 记者 肖洋桂)今

日，石门县召开脱贫攻坚表彰大会，表彰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100多个、先进个人200余人，共颁发奖金100余万元。

石门县是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重点县之一。2014年，该
县精准识别贫困村122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26724户82300
人，综合贫困发生率达14.4%。近几年，该县按照中央、省及
常德市决策部署， 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
工程来抓， 一切工作围绕脱贫攻坚、 一切工作服从脱贫攻
坚、一切工作服务脱贫攻坚，举全民之力、聚全民之智攻克
贫困，于今年6月下旬摘掉了“贫困帽”。

近几年来，石门县共有133家县直单位参与扶贫，954名
干部职工常年驻村帮扶，26900余名党员干部结对帮扶，他
们用心用情用力抓脱贫，体现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
特别能奉献的精神。这次表彰先进，将进一步调动全社会参
与脱贫攻坚的积极性，巩固提升脱贫攻坚成果，为实现乡村
振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基础。

第九个国际淡水豚日
公益助力守护“长江的微笑”

湖南日报10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李鑫）24
日是第九个国际淡水豚日。 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收
到来自移动出行平台哈啰出行捐赠的公益善款， 将用于协
助当地渔政共同保护长江江豚。

此前，哈啰出行联合阿拉善SEE基金会、岳阳市东洞庭
生态保护协会，以“留住江豚最美的微笑”为主题向社会征
集油画创作，并在长沙展开爱心义卖公益活动。

岳阳市东洞庭生态保护协会会长何大明介绍， 保护江
豚就是保护长江，呼吁全社会共同维护长江生态，共同守护
微笑江豚。

据了解，江豚是长江里特有的一种淡水豚类动物，由于
其性情活泼、长相可爱，微微弯起的嘴角就像在微笑，因此
被称为“长江的微笑”。据评估，2017年，长江江豚的数量仅
剩1000多头。 今年9月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长
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的意见》，要求实施以长江江豚等为代
表的珍稀濒危水生生物的抢救性保护行动。

� � � � �荨荨（上接1版②）
今年以来，我省城乡居民收入走势出现分化。一方

面，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加快上升，前三季度增幅比上半
年、一季度、去年同期分别提高0.3个、0.4个、0.5个百分
点；另一方面，城镇居民收入增速持续放缓，前三季度增
幅与上半年持平， 比一季度、 去年同期分别回落0.1个、
0.5个百分点。

精准扶贫成效明显。前三季度，全省51个贫困县农
村居民收入同比增长10.8%，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全
省四大经济板块中，大湘西地区的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
显高于其他3个地区，使地区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荨荨（紧接1版①）去年7月，国际湿地城市遴选工作正式启
动。 常德市凭借丰富的湿地保护资源与先进的湿地保护理
念，获得中国提名，并最终入选首批“国际湿地城市”。

据了解，近年来，常德市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不
搞大开发、共抓大保护”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湿地保护与
社会发展同步，编制了《湿地保护专项规划》，并出台多
部与湿地保护管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 先后投入380亿
元，开展湿地修复，改造黑臭水体，实施雨污分流等。目
前， 该市有湿地19.01万公顷， 湿地保护面积13.33万公
顷，占湿地总面积70.15%；拥有西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毛里湖、沅水等8个国家级湿地公园，其中西洞庭
湖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这次在迪拜，常德市政府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签署了
湿地保护合作备忘录， 将引进国际先进的湿地保护经
验，进一步提高湿地保护管理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