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荨（上接1版⑤）
据了解，该项目二、三期预计在2021

年10月前全部建成并投产， 可实现年产
值约200亿元，年税收约10亿元。目前，

城陵矶新港区正以此项目为工作重点，
尽力搞好协调服务， 全力为企业排忧解
难， 切实落实优惠政策， 推动项目早建
成、早见效。

荨荨（上接1版⑥）
现场还发布了澧县医药医械产业园等

15个年度重大招商项目， 投资总额达370亿
元。据了解，“澧商澧才”主题活动自2017年

举办以来， 累计收集到有价值的招引信息
300多条，已成功引进恒邦建工、鑫宝机电等
14个项目。目前，该活动已成为澧县发力招
商引资、助力产业发展的一大品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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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于委员干事，一个字：实！ ”4月1日，在沅陵
县沅陵镇白岩界村，谈起沅陵镇党委组织委员于
桃容，该村老党员张连生这样评价。

与镇村干部交谈，他们讲述了于桃容的“三
门”故事。

给党员干部思想“开窍门”
2016年5月， 于桃容被分到白岩界驻村，第

一次开党员会讨论发言时， 大家三言两句就完
事。 上党课，没几个人注意听。 开民主生活会，谁
也不愿先开口。

“只带耳朵，不带嘴巴！”细节暴露问题根子，
于桃容决定给党员干部思想“开窍门”，让大家开
口“说话”。

每月党课，她先是把党中央最新精神、文件
传达，再结合身边大量例子讲故事，让党课生动，
党员听得“津津有味”。

开组织生活会，她一个个点名发言，对有缺
点的党员，当场批评，当场教育。

会后，一有时间，于桃容就去党员家中走访，
以心交心。

张连生过去参加党员会， 有意见会上不说，
会后牢骚满腹。 如今听党课成了他的“爱好”，讨

论村里发展大事，他大胆直言。
思想开窍门，党员干在前。近两年，白岩界这

个偏远村一跃排名全镇各项工作第一。

“三顾茅庐”把能人请进“门”
龙溪村是沅陵镇的合并村， 党支部软弱涣

散，多年找不到合适“当家人”，党支部书记一职
一直空缺。

一位名叫张万玉的党员， 为人公道正派，发
展林果经济很有一套，是群众心目中的“当家人”
人选。

于桃容顺从民愿，赶紧上门。第一次到他家，
谈了3个多小时，张万玉最后以各种理由推辞，特
别是其妻子坚决反对。

得知张万玉的妻子经常到县城荷花路卖菜，
于桃容一连3次去守候， 终于在一个周末早上遇
着，很少做饭的于桃容找她买了菜，借机套近乎，
结果还是没表态。

过后，村里一次党员生活会，张万玉跟于桃
容交心：“以前村里事，我不管不说，烂摊子拖下
去，拖累了村里发展，我支持选个好带头人。 ”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于桃容和联村干部趁
热打铁，第二次上门，争取他妻子支持。

那天，于桃容一进屋就帮忙做事。3个多钟头
软磨硬泡，换来张万玉两口子7个字：让我们考虑

考虑！
于桃容把准“火候”已到，赶紧邀请镇党委书

记一起第三次上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万玉
当场表态：“我试试吧！ ”

2018年5月，张万玉走马上任，不到一年，村
里修了路，改了电，大桥和饮水工程将于近期实
施。

顶住压力严格把好入党“门”
2014年， 于桃容在担任大合坪乡党委组织

委员时，坚持标准，对入党人员严格把关。
一次，对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发现那人

入党动机不纯,于桃容果断将他否决。
为达到目的，那人一边威胁，一边到处托人

说情打招呼，甚至找乡领导施压。
“组工干部都不敢担当，那要组工干部干什

么？ ”于桃容顶住压力。
因为这件事， 于桃容在干部中名声大振，不

少入党想走“捷径”的人，灰溜溜收起了小算盘。
调入沅陵镇，于桃容遇到同样一桩事：一个

社区小伙子想入党，然而对党的认识不深，连党
的基本知识都不清楚，发展考察谈话时，被于桃
容“拦”了下来。

“替党组织当好‘守门员’！ ” 于桃容说，这是
自己的职责。

何淼玲

日前 ，教育部印发 《关于加强和改进
高校领导干部深入基层联系学生工作的
通知》， 要求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尤其是党
委书记、校长，要主动进课堂、进班级 、进
宿舍、进食堂、进社团、进讲座、进网络，深
入一线联系学生。 高校领导班子每名成员
每学期至少给学生讲一堂思想政治理论
课或形势政策课，每周至少“面对面”接触
学生一次。

让高校领导和学生更亲些更近些，此
举体现了四个回归，值得肯定。

身份回归。 高校领导的身份，首先是
教师。 教师和学生多见面、多交流，就像父
母和孩子多接触、多沟通一样 ，是天然职
责、分内之举、应有之义。 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在部分高校，领导和学生接触不多、沟
通不够，不利于形成融洽的校园氛围和师
生关系。 教育部要求高校领导要更多地
“面对面”接触学生，乃正本清源之举 ，旨
在使师生交往交流步入新常态。

精力回归。 不可否认，高校领导公务比
较忙、时间有点紧，但“时间就像海绵里的
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高校领导可
以减少不必要的出访出差，少参加不必要的

会议活动，把时间和精力留在校园、留给学
生，把心思聚焦在办学治校上。 立德树人、植
根铸魂，是高校办学的“初心”，不管学校发
展到多大规模、获得多少荣誉，这个“初心”
不能忘、不可丢。

情感回归。 人相亲、情相融。 高校领导
只有走近学生，和他们打成一片 ，才有可
能和他们“融”在一起。 但在有的地方，学
校领导和学生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校园，却
数年难得一见。 笔者曾经和一个刚从长沙
某高校毕业的采访对象交流，问他对母校
校长印象如何，答曰：没什么印象啊，还是
几年前在新生开学典礼上远远看到他在
主席台上致辞，后来再没有接触过。 这种
现象，绝非个别。

效果回归。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信息
化教学方便快捷，高校领导的讲话精神或
思政课可以通过网上供学生学习，何必一
定要面对面呢。 不错，网上交流当然是师
生交流的重要渠道，但“隔山打牛 ”“击鼓
传花”毕竟有点“隔”，“手把手教”“面对面
谈”才会更加“畅 ”，因此教育部规定高校
领导“面对面”接触学生是必要的 。 亲其
师，则信其道。 变“键对键”的师生交流为
“面对面”的交心，才会收到“心连心 ”“实
打实”的效果。

�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长沙
市积极有力抓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以群
众迫切需求为导向重点攻坚，供水、供气、
污水治理与垃圾治理等项目建设走在全
省前列。

着力提升供水供气能力，长沙市重点
推进城市供水直供到户改造，完成户表改
造50万户；完成一批城区主次干道铸铁管
网改造，促进燃气管道提标提质。

“补齐”污水治理设施，长沙市主城区
110个排污口实现“全截污”，城区污水做到
“应收尽收”。2014年以来累计投入80亿元新
改扩建城区污水处理厂12座，污水处理率提
高到98.3%，出水水质均达到或优于一级A标

准；新改建乡镇污水处理厂97座。 完成城区
黑臭水体整治24处88个项目，成为全国首批
城区黑臭水体治理达标城市。

长沙市全面构建“前端分流分类、中
段干湿分离、末端综合利用”的垃圾综合
治理体系。 特别是大力推进中段干湿分
离，实行餐厨垃圾、农贸水果市场果蔬垃
圾等易腐有机垃圾和大件垃圾集中回收
综合处理 ，2018年城区生活垃圾减量
13.37%，农村垃圾分类减量50%。

长沙市综合施策破解“邻避效应”,在
黑麋峰原固体废弃物处理场西侧新建生
活垃圾深度综合处理项目（日处理能力达
5000吨），并将周边搬迁范围由1.2公里延
伸到1.5公里，尽可能将影响降到最低。

� � � � 湖南日报4月6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今天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悉，祁阳
县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着力
解决“重城市轻农村、重示范轻扩面、重建
设轻管理”问题，城乡面貌显著改善。 目
前， 祁阳县已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获
评全省美丽乡村建设先进县。

走城市内涵式发展道路，祁阳县突出
民生优先，补齐环境基础设施短板。 县城
日供水规模从7万吨提升到19万吨，5.1万
户居民用上天然气， 城区污水管网实现
“全覆盖”， 生活垃圾实现100%无害化处
理。 同时，推进城市更新，地上地下工程同
步规划、同步建设，对一批老旧小区和主

次街道进行了全面提质。
整县推进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祁阳县

出台三年行动计划，稳步推进供水、供气、
污水治理与垃圾治理等基础设施向19个
镇 、534个村延伸 。 创新推行小城镇
“10+X”工程，实施以奖代补、先建后补、
多建多补，推动各建制镇建设一座自来水
厂、一个污水处理厂、一个垃圾中转站等
10个规定项目和若干个自选特色项目。

祁阳县以农村垃圾、污水治理和村容
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 拆危房空心房，改
水、改厕，种树、种花、种果，清洁家园、清
洁水源、清洁田园、清洁能源，推动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向纵深推进。

新时代 组工先锋 “于委员”的“三门”
———沅陵县沅陵镇党委组织委员于桃容的故事

三湘时评

让高校领导和学生更亲近些

祁阳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长沙打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攻坚战

五彩春色图
4月6日， 浏阳市大围山国家森

林公园， 山间的野樱花迎着暖阳绽
放， 或粉或白， 放眼望去犹如一幅
五彩缤纷的“春色图”， 车辆、 游
客穿行其中， 好不惬意。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荨荨（上接1版①）
推行“一线工作法”以来，岳阳各级党员干

部围绕该市重大决策部署，深入基层搞调研，
坚守一线抓落实，呈现出“三多三少”的局面：
高高在上、遥控指挥的少了，眼光向下、脚沾泥
土的多了；关起门搞研究、拍脑袋作决策的少
了，沉到基层摸实情、联系实际解难题的多了；
工作浮于表面、敷衍应付的少了，锐意改革、勇
于担当的多了。

扑下身子，一枝一叶总关情
“一线工作法”蕴含的是一种为民情怀，就是

要激励各级党员干部勤政为民， 多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添福祉。岳阳市委要求，推行“一线工
作法”要坚持问题导向。哪里工作困难多、矛盾
多，领导干部就要到哪里去，负起该负的责任。

脱贫攻坚是第一民生工程。平江县扶贫办
主任叶剑芝，深耕扶贫岗位18年，足迹踏遍平
江773个村，参与推动208个贫困村整体脱贫，
被评为全国扶贫系统先进个人。

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一线工作法”坚持
聚焦民生实事问题，配套建立“首问负责制、服
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办件回访制”，第一时
间回应群众最迫切的诉求。湖南省十三村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国武拿到办好的房产抵押
手续说：“原来要跑三四个部门、花两周时间才
能办好的事情， 现在只要一个小时就全办完
了！”

2018年来，岳阳市全面推进村（社区）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和“最多跑一次”改革，以政府
的简政放权实现高效率、高品质的一线优质服
务，换来群众的好口碑、发展的好环境。岳阳楼
区探索“党建+网格化”服务管理模式，全面构
建中心城区就近入学、就近诊疗、健身休闲、社
区警务、政务服务五个“一公里公共服务圈”，
打通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推行“一线工作法”以来，岳阳市持续强化
基层和群众导向，把群众关注和基层需求作为
首要工作方向。3万多户居民受益于中心城区

“十大片区”棚改，摆脱“蜗居”历史；中心城区
中小学新增学位4890个，“大班额” 问题得到
有效化解； 梳理下沉8大类122项便民服务事
项至1806个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把服务
送到群众家门口。

只争朝夕，敢为人先立潮头
“一线工作法”展现的是一种实干状态，就

是要激励引导各级党员干部勇立潮头迎挑战、
破瓶颈、促发展。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岳阳市决定把农村
“空心房”整治与长江生态保护、土地集约节约

利用、 规范村民建房等多项工作有机结合，走
出一条资源节约集约、 推动乡村振兴的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之路。近年来,全市建成村民集
中居住区253个， 农村建房审批率达100%，节
约用地9800多亩，1.5万户农户住上梦寐以求
的“小洋楼”。

推行“一线工作法”，不是喊口号、做样子，
而是要求干部在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中挑重担、
当先锋。在岳阳楼区天灯咀征地工作中，一口4
亩多水面的山塘由6户承包，协调难度很大。天
灯社区党支部书记潘继华带领干部一户户上
门做工作，终于在开工前签订协议；在全市交
通建设大会战中，岳阳城市道路发展建设有限
公司总经理廖哲带领职工苦战8个多月， 完成
湘北大道控制性工程———南湖大桥建设任务，
刷新了城市道路建设的“岳阳速度”。

推行“一线工作法”以来，岳阳通过建立健
全重点工作协调例会制、 重大项目驻点招商
制、重要任务集中交办制，引导干部深入基层，
为发展找出路，推动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稳中向
好。2018年， 该市规模工业增加值增长7.6%，
产业园区规模工业增加值占比达81.9%；105
个重大建设项目完成投资459.8亿元； 一批企
业产值、税收实现“两个翻番”。

你若盛开，春天到来。先忧后乐的巴陵儿
女正满怀豪情，书写湖南发展新增长极建设的
新篇章。

荨荨（紧接1版②）永州市“民间河长”行动中心，
还调动全市14个县（区）164条河的“民间河
长”，组织当地中小学生、志愿者等开展河岸净
滩行动，为母亲河“洗澡”。永州经开区85后的

“民间河长”廖芬，不但自费购买无人机巡河，
去年组织巡河、各种宣传活动等30多次。

“保护水资源需要各方广泛参与， 我们要
像保护自己眼睛一样守护湘江。” 永州建立相
关机制，督促相关部门认真处理“民间河长”发
现的问题。潇水河双牌段“民间河长”曹建军
说：“河长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在第一时间得到
处理，这更激发了大家巡护河流的信心。”冷水
滩区“民间河长”陈龙介绍，他提出问题、建议
26条，全部得到有关部门回复、处理。

把湘江源头两岸打造成美丽
的景区

3月22日，湘江流经的祁阳县茅竹镇三家
村，油菜花、果树花沿江铺展成一幅美丽画卷，
引来游人如织。

村党支部书记马春生向记者介绍， 几年
前，三家村还被称作“龙须沟”。通过综合治
理实现“三季有花、四季常绿”，村庄沿线湘
江水域水质由劣Ⅴ类标准提高到Ⅱ类。近
年，永州市突出改善湘江生态，把湘江两岸
打造成宜居宜游的景区， 湘江更美丽了，群
众更高兴了。

积极治理农村垃圾。全市86%以上的村

实现清扫保洁，92%的乡镇配置垃圾转运设
施，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率达80%，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75.8%。到目前，33个村被评为
省级授牌美丽乡村示范村。

强化土壤污染治理。全市专业化统防统
治和绿色防控全程防治面积613.73万亩，农
药使用量减少12.4%以上。 宁远县鲤溪镇浪
石桥村位于湘江上游舂陵河畔，2015年以
来，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现在产出的蔬
菜远销沿海城市。

畜禽规模养殖场和有污染排放的养殖专业
户退出工作全面完成。全市关闭、搬迁1234个养
殖场，生猪规模化养殖比重达55%，高出全省平
均水平10个百分点； 草食牧业规模化养殖比重
达50%，高出全省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排查出
城市黑臭水体34处，全部进行整治到位。

“太美了！”3月24日，宁远县九嶷山瑶族
乡仙子山地质公园，人们在游道上拍照留影。
这里以前是九嶷山铅锌矿， 给湘江带来污染。
近年，该市关闭采矿点和冶炼厂，恢复植被，新
修游道，昔日的矿山变成了公园。据介绍，永州
在全省率先设立总面积 1081平方公里 、
1366.75平方公里的禁止开采区和限制开采
区，复绿矿山45处，恢复植被1600余亩。永州
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5%以上。

市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以奖代补建设
退耕还林还湿试点区， 全市建成1个国家湿
地公园、7个国家湿地公园和4个省级湿地公
园试点区域，国家湿地公园以及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省级湿地公园试点数量居全省第一。

绿色工业成为湘江源头保护
“新引擎”

1958年建厂的“湘江纸业”，曾每年纳税
近亿元。然而，公司对湘江污染严重,2013年，
永州市决定将其关停。

“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在永州
决策者看来，环境保护必须统筹工业发展与护
水披绿的关系。为此，他们果断提出发展“绿色
工业”的思路，既以“壮士断腕”的果敢关停污
染企业，又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绿色环保的
绿色工业。

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具有影响力、污染轻的
绿色制造基地相继建立。长丰汽车工业园、永州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食品加工产业示范基地、祁阳
经济开发区食品产业示范基地等被批准为湖南
省推进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江华稀土有色
金属产业示范基地成为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示
范基地。永州熙可公司是全省重要农产品加工出
口企业，成功创建省级、国家级绿色工厂。

同时，永州市大力推动企业“绿色”转型，
永州莲花水泥厂原来是污染企业，在相关部门
的帮助下，投入1000多万元进行技改，生产排
放量低于国标， 年销售量从150万吨提升到
200万吨。

发展绿色工业， 让永州经济获得长足发
展。2018年， 永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2%，
比全省高0.4个百分点，财政总收入增长8.3%，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 、
9.3%，主要指标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头雁效应

碧水长清

荨荨（紧接1版③）接下来，企业家一行还将
前往益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开展助
学和产业对接活动， 总共计划资助800名
贫困学子。

据悉，为了促成此次粤港澳大湾区企
业家来湘开展捐资助学等公益活动，省工
商联前期开展了积极对接。省工商联副巡
视员甘露介绍，作为“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

脱贫奔小康”活动的落实和创新，下一步，
省工商联将组织开展“万企帮万户”活动，
更加广泛发动企业出资人、 企业高管、企
业员工，聚焦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捐赠和
公益服务，解决他们的衣、食、住、行，缓解
他们的病残疾苦和孩子上学、 就业困难。
同时，推动省市县各级工商联积极引导异
地商会、境外企业家回乡帮亲，回报桑梓。

荨荨（上接1版④）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及有关微信

公众号都对中央媒体的报道进行了转载、
推送、解读。同时，湖南日报社近期加大宣
传报道力度， 每天都有关于脱贫攻坚的报
道。3月31日在头版头条刊发《啃下“硬骨
头”》，报道了罗霄山片区郴州4县的全面脱
贫之路。湖南日报社负责人表示，现在距离
2020年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不到两年时
间，我省还有19个县市面临脱贫摘帽，脱贫
攻坚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湖
南日报社将加大脱贫攻坚宣传报道力度，
不断创新形式内容，重点做好“精准扶贫在
三湘”“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等
专栏。 今年将派出骨干记者深入扶贫一线
进行蹲点式、体验式采访，围绕“互助脱贫”
推出一批典型报道，讲述扶贫济困、邻里相
帮、守望相助的故事，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营造更加浓厚的舆
论氛围。

湖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连续四天
在第一版块摘播央媒对湘西精准扶贫经

验的报道，并第一时间派记者前往湘西、
娄底、怀化、永州、邵阳等地的贫困村，采
访央媒集中推介湘西精准扶贫经验后各
地干部群众的反响， 蹲点记录各地学习
复制湘西经验的情况及取得的成效。湖
南广电将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和讲故事的
能力，派记者深入深贫村蹲点记录，推出
精准扶贫特别报道《决胜脱贫攻坚》，推
介一批典型贫困村的好经验好做法，助
推“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倡
议落实落细。

红网、时刻新闻第一时间开设报道专
栏《牢记殷切嘱托决战脱贫攻坚》，并在首
页、首屏“央媒看湖南”专栏第一时间转
载，集中做好湘西州精准扶贫经验主题报
道。组织红网100多家分站跟进报道，积极
反映本地学习推广湘西州精准扶贫经验
的做法成效。据悉，红网将践行“四力”要
求，深入扶贫一线进行蹲点式采访，围绕
“互助脱贫” 、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组织系
列成就宣传与评论文章， 与中央媒体、省
内媒体协同构筑强大舆论声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