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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胡亮

3月20日，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
业链第二党小组的18家成员单位及上汽（长
沙区域）党群联席平台的10家企业，在上汽
大众公司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表彰活动，表彰
产业链党建工作的年度先进集体、 先进个
人。

将“红色堡垒”建在产业链上，这是长沙
“两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党建的
一项积极探索。近年来，长沙依托龙头企业
或行业协会党组织， 组建产业链党组织，将
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把组织活力转化
为发展活力，实现党建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
融合。

“红色旗帜”在产业链上全面
开花

近年来，长沙“两新”工委积极探索建立
区域性、产业链党组织，通过“党建链条”将
上下游企业联合起来，“红色旗帜”在产业链
上全面开花。

在国家级园区长沙经开区，广汽三菱党
委、 上汽大众党委等3家汽车整车制造企业
党委牵头，组建3个产业链党建小组，安排50
余家上下游配套企业或企业党组织为小组
成员。以上汽大众为“龙头”的第二党小组，
集聚了汽车底盘、汽车外饰、热系统等10余
家上下游企业，600余名党员、7000余名员
工紧紧凝聚在党组织周围。长沙雨花经济开
发区成立新能源汽车和人工智能机器人2条
产业链党支部，支部委员和党员覆盖全产业
链的技术、商务、采购、人力资源、综合服务
等各企业、各支部。

工作架构搭建妥当，组织保障也紧紧跟
上。长沙经开区的党群工作局负责人兼任产
业链党建小组的负责人，党建小组组长分别
由3家汽车整车制造企业党组织书记担任，
党建小组每年安排活动经费2万元， 党建小
组组长每年补助2000元。 在2018年度的长
沙经开区党建工作述职评议会上，产业链党
建小组有关同志还进行书面述职，现场接受
企业主、党员代表、职工代表的满意度测评。

同时，长沙“两新”工委还积极整合各企
业的党建资源，形成联系紧密、优势互补、互
帮互助的党建工作模式，提升党建工作整体
水平。

从“三湾改编”学党的组织建设，到“改
革开放”学党的自我革新……2018年11月，
雨花经开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党支部举办

“向党学管理”党员轮训活动，各企业的400
余名党员群众一起追忆红色经典、传承红色
基因，从党的发展历史中吸取营养，学习现
代企业的管理智慧和方法。新能源汽车及零
配件产业链党支部重点打造“产业链比亚迪
党建主阵地”和晓光模具分阵地，依托晓光
模具工匠学院，建立起面向全产业链的党员
学习体验基地。

活动一同开展、场地一同共用、资源一
同分享……企业单打独斗的“小党建”凝聚
成为产业抱团发力的“大党建”，阔步向前。

“红色动能”带动产业发展
“风生水起”

党组织“链接”起来了，克服产业发展难
题也有了“金钥匙”。

2018年3月，比亚迪新车型提高产量，一
线工人需求暴增，用工缺口达600余人。在外

部补员一时无法满足需求的情况下，比亚迪
汽车党委书记周晓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通
过产业链支部找到晓光模具负责同志。晓光
模具迅速调整内部生产计划，组织内部冲焊
工厂的100多名熟练员工进行最长3个月的
支援，后来还特地组织了一支冲压、焊接专
业技能人才队伍，专门承接比亚迪的相关业
务。

通过产业链党支部的“牵线搭桥”“统一
协调”， 中南智能与航天中南技术创新中心
等单位联合申报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汽
车工业学校向比亚迪和晓光模具输送人才
310余人， 晓光模具工匠学院作为汽车工业
学校的“现代学徒制学习基地”“教师顶岗学
习基地”“学生实习基地”， 与学校进行深度
产教融合探索， 精准培育实用技能型人才
240余人。

产业链上不断释放的“红色动能”，带动
产业发展链条向前延伸、向质提升、向深发
力。

据介绍，人工智能及机器人产业链党支
部的企业、研究机构、院校，在联合研发、对
口供销、项目合作、人才资源共享等产、学、
研、销方面的合作金额累计超过7000万元；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与比亚迪汽车提供
了智能化工厂建设及其配套的智能化产品
服务，合同金额达4000万元。2018年，长沙
的汽车制造及零部件产业发展迅猛，成为长
沙经开区首个千亿产业集群， 上汽大众、广
汽三菱税收超过20亿元，长沙经开区晋级全
国经开区20强。

“抓党建、强组织、兴产业、促振兴，我们
要通过产业链党建工作把要素配置向优势
产业集聚，为长沙高质量产业发展提供不竭
的动力。”长沙“两新”工委负责人说。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王茜 通讯
员 黄军山）今天，长沙市教育局公布《长沙市
在职中小学教师违规补课专项整治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违规补课的教师一律给予
记过以上处分， 年度考核按不合格处理，5年
内不得参评高一级职称。”“民办学校教师或
者未纳入人事编制管理的教师违规补课被查
处的，3年内不得参加长沙市公办学校招聘。”
“违规补课教师列入师德黑名单, 向社会公
布。违规补课被查处两次以上的教师，直接取
消其教师资格。”……《方案》包含一系列严禁
违规补课禁令，可谓长沙“史上最严”。

据悉，此次集中专项整治时间为今年3月
至5月。5月后，整治措施长期坚持。违规补课
治理将列入对区（县、市）教育局和市属学校
2019年度绩效考核工作目标。

专项整治启动之后仍有教师违规补课被
查处的中小学校，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
先资格等处罚， 对多次发生在职教师违规补
课的， 追究学校主要领导和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

专项整治启动之后仍然从事违规补课并

被查处的在职中小学教师， 其违规所得必须
上交所在单位， 由所在单位进行清退或上缴
上级纪检监察部门， 且一律给予记过以上处
分， 年度考核按不合格处理，5年内不得参评
高一级职称，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按不合格处
理。 民办学校教师或者未纳入人事编制管理
的教师违规补课被查处的，3年内不得参加长
沙市公办学校招聘。

违规补课被查处的公办教师， 处分期内
不得享受奖励性绩效工资和年终绩效考核、文
明城市、综合治理奖金，且在年度聘期结束后，
原单位不再续聘，参与系统内其他学校竞聘。

违规补课教师列入师德黑名单, 向社会
公布。违规补课被查处两次以上的教师，直接
取消其教师资格。

长沙市教育局设立举报电话，欢迎学生、
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举报。 对提供教师违规补
课准确线索的个人或单位，一经查实，将给予
奖 励 。 中 小 学 校 违 规 补 课 举 报 电 话 ：
84899743（阳光服务中心）、 84899757（机关
纪委）、84899723（教师处）、84899715（民办
教育处）。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李卓林 许文

3月21日早上， 桂阳县舂陵国家湿地公
园巡护员侯体华，驾驶巡逻艇从舍市渡口出
发，把沿途生态、鸟儿活动等情况拍照发给
公园管理处存档。

“大多数时候，我沿舂陵江步行巡河，一
路捡垃圾、填沟壑，制止非法捕鱼行为。” 侯
体华说。

今年43岁的侯体华， 曾以打鱼为生。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 舂陵江渔业资源丰富，这

儿的翘嘴巴鱼、鲫鱼等个头大、肉质美，深受
市民喜欢。

后来，在经济利益诱惑下，许多人到舂
陵江电鱼、毒鱼。加上沿岸工矿企业的兴起，
污水直排江中，致使舂陵江水质变差，鱼也
慢慢少了。“有时，忙活一天捕不了几条鱼。”
1999年，侯体华离乡背井南下务工。

侯体华在外漂泊10年，既体会到生活的
不易，也明白了青山绿水的珍贵。2009年，侯
体华回到家乡，农耕之余进行义务巡河。

“当时巡河没有报酬，许多人不理解，但
我心里高兴。”侯体华一干就是4年。

2013年，舂陵国家湿地公园被列为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 公园管理处招募巡护员，负
责保护舂陵江的绿水青山、游鱼飞鸟。侯体
华顺利通过考核成为一名巡护员，从此他不
再孤军奋战。

目前，舂陵国家湿地公园共有12名巡护员。
他们以前都是渔民， 经历过水资源被破坏的痛
楚，现在都成了保护湿地生态的“排头兵”。

“县里很重视水资源保护，不但关闭了
舂陵江沿岸的工矿企业，还在沿岸大力开展
植树造林。”侯体华告诉记者，每年他能领到
5000多元巡护补贴，工作更有干劲了。

舂陵江水清了、岸绿了，鱼儿、鸳鸯、黑
水鸭、绿翅鸭等又回来了，这儿成了野生动
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看着舂陵江边郁郁葱葱的树木和水面
掠过的白鹭，侯体华欣慰地笑了。

长沙出台“史上最严”违规补课禁令
●违规补课教师列入师德黑名单
●被查处两次以上的教师，直接取消其教师资格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杰

山城肃静，澧水呜咽。
3月22日下午， 因营救落水女子而壮烈

牺牲的常德籍消防员刘磊魂归故里， 山城石
门万人空巷，迎接英雄魂归故里。

下午6时许，载着烈士骨灰的灵车缓缓驶
进县城，街道两旁站满了十里八村的乡邻。有
拄着拐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意气
风发的青年。大家手捧菊花，举着挽联，默默
目迎英雄。

“石门人民的好儿子，我们永远怀念你!”
“忠魂不泯，百世流芳，英雄一路走好!”“前锋
烈士，舍生取义。”……长长的挽联，诉说着无
尽的哀伤。

从灵车上接过遗像， 刘磊的表兄潸然泪
下：“兄弟，我们回家!”

悲恸瞬间弥漫开来， 人群中传来难以抑
制的抽泣声。

连日来，在宝塔社区，居民们说起刘磊舍
己救人壮烈牺牲的事， 都扼腕痛惜。“消息传
到村里，很多人都哭了，他是个好伢儿，嘴巴
甜、又勤快，是村里年轻人的榜样，也是我们
村永远的荣耀……” 社区干部肖爱元说着说
着眼眶就红了。

刘磊的姨妈涂桂枝流着泪说， 刘磊前段

时间还在电话里跟她讲， 今年回家探亲一定
去看望她。

“连续几个晚上，我都梦见自己的兄弟。
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他是勇士，是我们的
榜样。”同窗数年，詹赐兵悲恸地说，“他会永
远活在我们心中。”

护送烈士回家的还有生前的同事。“以前
我们并肩作战，今天送他回家，未来会继续完
成他未竟的使命!”苏州市吴江区消防大队消
防员卢银坚定地说。

社区入口，哀乐响起，人们拥着刘磊的遗
像，向家门口走去。

邻居张二妹哭红了双眼， 她搀扶着刘磊
的母亲涂凡荣走向儿子的遗像， 几次想说几
句安慰的话，可话到嘴边又打住了，只能默默
地念叨着：“多好的后生……”

儿是娘的心头肉，3天来， 涂凡荣早已哭
干了眼泪，一次又一次晕厥在地。

“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品行好，我来
送他最后一程!”社区居民钟艳下午一直站在
刘磊家门口等着英雄归来，“他舍己救人，是
英雄，是宝塔社区居民的骄傲。”

亲人来了，师友来了，乡亲们都来了。哀
乐如泣如诉，众人忍痛含悲，泪眼婆娑。刘磊
的父亲刘学强接过儿子的遗像， 心情悲痛地
说：“儿啊，我们回家了！”

■《用生命践行铮铮誓言》后续

刘磊烈士魂归故里

“你是我们永远的荣耀”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通讯员 刘玉洁
罗中豫 记者 胡宇芬）今天是第27届“世界
水日”，由省科技厅主办的“世界水日、创
新引领”———“爱水·节水·惜水·护水” 主题
科普教育及志愿者服务活动在长沙举行。来
自湖南师大博才实验中学的学生以及社会
各界环保志愿者等参加了活动。

活动中，围绕污水从哪来、去哪了的问
题， 环保科普专家讲解了下水道的故事和
“河流守望者行动”的事例，并通过现场实
验与中学生们积极互动。 湖南先导洋湖再
生水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详细讲解了洋湖
新城水环境再生工艺流程、 人工湿地在新
型污水处理工艺中的作用等， 并带大家参

观了粗格栅、细格栅、生化池等污水处理场
所，细致地解说了污水处理每个环节。

据牵头组织活动的亚欧水资源研究和
利用中心负责人介绍，6年来， 该中心通过
实施中日政府间基层友好技术合作项目，
引进日本滋贺县琵琶湖水环境保护的经验
和成果， 构建并不断完善湖南“小手拉大
手”、政府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中
小学生共同参与的水环境保护体系， 打造
了水环境保护湖南经验长沙模式。

“世界水日”科普“污水净化之旅”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记者 王文 通讯
员 戴奇）“原来我们平时喝的自来水要经
过这么多工序加工，太不容易了，我们一定
要节约用水。”5岁的周仲辉小朋友和妈妈
一起参观完长沙洋湖水厂后发出感叹。今
天是第二十七届“世界水日”，又是第三十
二届“中国水周”的第一天，长沙市天心区
学院幼儿园的11个小朋友和家长冒雨来到

长沙洋湖水厂实地参观。
在水厂讲解员的带领下， 小朋友们参

观了水厂，进行了探究一滴水的“旅行”。当
小朋友们了解到平时使用的自来水从湘江
取水到送至千家万户一共要经过12道专业
工序时，都纷纷发出感叹，表示一定要保护
水资源、节约用水。记者了解到，今天，长沙
水业集团下属洋湖水厂、银盆岭水厂、望城

水厂、秀峰水厂和廖家祠堂水厂同步开放，
吸引了200多名市民参观。

据了解， 长沙水业集团全年对外开放
活动今天也正式拉开序幕，接下来，将邀请
市民参加制水工艺参观、见证水质监测、探
访水源、 了解二次供水等34场日常开放活
动。广大市民可通过“长沙水业96533”微信
公众号平台报名参加活动。

长沙水业集团负责人表示， 将不断丰
富开放内容，让广大市民可以畅饮放心水，
更直观地认知水资源、了解水工艺、熟悉水
生态，形成关心水、亲近水、爱护水、节约水
的良好社会风尚。

长沙200多名市民走进水厂参观
全年34场开放活动等你来报名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见习记者 上官智
慧）3月22日，在“世界水日”“中国水周”来临之
际，张家界市永定区在市民广场举行了“坚持
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为主题的民间
河长聘任仪式。该区22名“民间河长”接受聘
书，这意味着永定区的首批“民间河长”正式
上岗，为永定区水环境保驾护航。

“为实现永定区‘河畅、水清、岸绿、景

美’而奋斗！”聘任仪式上，22名“民间河长”
一句句承诺誓言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永定
区民间河长、张家界市微爱公益组织“河流
守望者”项目负责人杨宏银告诉记者，接下
来将动员全区所有志愿者一同参与义务巡
河、护河中来，不定期开展环保培训、环保
公益等活动， 对损害河湖生态环境的行为
进行监督，对相关治水项目提出建议。

据了解， 永定区有67条河流、88座水
库、4处澧水干流骨干水电工程全部纳入河
长制管理体系，建立了区、乡、村三级河长
体系，推行河流河段“河长+警长”工作机
制，有各级河长725人。截至目前，全区各级
河长共开展巡河12788次， 取缔农家乐16
家、养殖场1家、河道采砂1个；关闭网箱养
殖52家，拆除网箱920口；完成全区饮用水
源一二级保护区7个入河排污口整改任务
和国家级大鲵自然保护区入河排污口整改
27个。

永定区：22名“民间河长”护一江碧水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
讯员 周瑾容 吴靖） 国内首个医学人文与智
慧医疗学术组织今天在长沙成立， 祝益民担
任中国医师协会医学人文与智慧医疗工作委
员会主任委员。 当天还举行了首届医学人文
与中国智慧医疗高峰论坛。

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技术，为医疗
供给侧改革提供了新动能， 既方便了群众就
医，也使医护人员从繁琐、重复的工作中得到
了“解放”。与会专家认为，智慧医疗正在走进
寻常百姓的生活中， 但因为医疗的专业性和

特殊性，如果不尽早进行前瞻预判，不开展科
学的行业约束， 不注入医学的人文精神，智
慧医疗这一新生事物成为洪水猛兽也并不
是杞人忧天。在智慧医疗时代，重新审视人
文精神在医疗领域的价值， 发挥人文对科
学的引领作用， 决定着未来中国乃至全体
人类健康事业和命运走向的关键所在。在
此次高峰论坛上， 还举行了智慧医院创新
大赛，湖南省人民医院《医保管理云平台建
设》、 德阳市人民医院《德融于心 爱达于
民———基于AIDA模式的四心服务提升患者
满意度》夺得大赛一等奖。

国内首个医学人文与智慧
医疗学术组织在湘成立

“红色堡垒”建在产业链上
———长沙探索促进“两新”组织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湖南日报3月22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刘铁伟）“让我们从现在做起， 保护好每一条河
流、每一个湖泊、每一块湿地。”今天是第27届“世
界水日”，也是第32届“中国水周”的第一天，今天
上午，2019年“世界水日”“中国水周”和湖南省
河长制湖长制宣传周暨长沙市“水利宣传年”活

动启动仪式在长沙橘子洲头举行。
“爱水、节水、护水，是我们共同的责

任。”活动现场，环保志愿者发出呼吁，精心
布置的展廊图文并茂，展示了省、市先进治
水理念、成就以及节水小贴士等，吸引了不
少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后，一些干部和志

愿者组成的巡河队， 沿湘江西岸大堤巡湘
江，徒步望城半岛水利风景区巡湖，组团参
观沩水水闸和黄金水道， 观摩长沙水生态
文明建设取得的成就。

“举办宣传活动旨在帮助市民了解长沙
水情，更加关注水利事业发展，推动全社会形
成关心水、亲近水、爱护水、节约水的良好氛
围， 为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保
障。”长沙市水利局局长曹彪介绍说。

本次活动由省河长办、 省水利厅和长
沙市河长办、市水利局联合主办。

长沙启动“水利宣传年”活动
为推动省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水资源保障

昔日捕鱼人，今日巡护员
———记桂阳县舂陵国家湿地公园巡护员侯体华

初中生自制“国宝”
3月22日，初一学生在欣赏自制的“国宝”。当天，长沙博物馆与青竹湖湘一外国语学校联

合举行“国家宝藏”系列活动成果展，展出学生近3个月来制作的97件（套）“国宝”作品，包括绘
画、仿制品、视频和PPT三种类型。活动提升了学生的观察感知、表达、动手与协作能力和保护
文物的意识。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