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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荨荨（上接1版①）
湘潭经开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黎明亮说：

“‘放、管、服’改革后，下放到园区的审批权限
有154项，从项目立项到验收备案，基本形成了
管理闭环。在此基础上，推行‘承诺制’后，园区
与项目方签订承诺协议，大家敢办事、敢担责
了，办事效率提高了一倍。”

去年底，湘潭市举行了第一次“承诺制”集
中签约仪式，北津学院等12个重大项目签订了

“承诺制”合同，政府成了他们的“超级帮办”，
让项目享受到了“管家式”服务，落地进度明显
加快。继第一批12个项目纳入“承诺制”后，湘
潭市目前又有盘龙生态小镇旅游项目（中国杜
鹃花博物馆）等多家业主单位，陆续提出希望
加入“承诺制”办理流程。

扶———10年扶培路解决百余道难题
惠千家企业

3月29日，湘潭市推进制造强市暨“千百扶
培”行动动员会如期召开，吹响企业帮扶集结
号。企业扶培工作，湘潭坚持了10年。

“我是山东人，前面5任总经理也都来自北
方，不适应这里潮湿阴冷的气候，经常感冒生
病。联点帮扶干部叮嘱我要备些五积散和参苏
丸防治感冒，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很受感
动。” 湘潭金锣文瑞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
斌说。更让李文斌感动的是，企业的“心病”最
近也得到解决。

该企业前身是湘潭市肉联厂，改制之初养活
600多职工成为头等大事， 企业一心扑在抓生产
经营上，忽略了土地证的办理。去年企业提出办
理土地证的问题后，联点帮扶部门立即召开现场
办公会，很快帮助企业拿到了土地证。“当地政府
的持续帮扶，使企业扭亏为盈，我们从2012年开
始每年上缴税收1000万元以上。”李文斌说。

数据为证：去年,湘潭市全年开展市级层面
帮扶100家；县市区和园区帮扶1000家；市本
级36位市领导、58个市直部门共帮扶100家重
点企业，市本级挂号为企业解决各类复杂问题
108个。在帮扶企业的10年里，当地政府强的是
服务本领，树的是企业发展信心。

融———“三长”联动融贷近40亿元
助企业成长

今年以来，湘潭当地银行的行长们频繁行
动，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工
商银行湘潭分行向步步高主推供应链融资，融
资额度达13亿元；农行湘潭分行向新能源民营
企业进行信贷“输血”，向企业投放了3000万元
流动资金贷款， 该企业有望今年实现产值8亿
元；华融湘江银行湘潭分行筛选出了345家“白
名单”企业，并对其授信……

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个“瓶
颈”。湘潭创新推出“产业链链长+产业联盟盟
长+牵头银行行长”的“三长”联动工作机制，促
进政、企、银深度合作，金融服务开始脱虚向
实。据统计，自“三长”联动机制实行以来，湘潭
市新增企业贷款161户、贷款39.75亿元，小微
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75%， 有力支持了实体
经济发展。去年，湘潭市“三长”联动破解实体
经济融资难的经验做法，受到了国务院办公厅
的推介表彰。

目前，“三长”联动促政、企、银深度合作成
大发展之势，湘潭16个产业联盟入盟企业达到
976家。企业“朋友圈”大了，“三长”搭起来的平
台宽了，产业本地配套率也提升了，该市风电
产业链本地配套率达到51.4%， 汽车产业本地
配套率达32%。湘潭市一位产业联盟盟长告诉
记者：“提升本地配套率，是增强企业自身造血
功能，比直接融资还要好。”

帮到点子上 扶到根子里
荨荨（上接1版②）

追梦
“这个女娃比农民还农民”
起步总是最难的。“女娃子田都没种

过，听她的只怕没收成，到时谁负责？”“女
孩子能搞病虫害防治？ 看到虫子会吓得哭
吧！” 刚回长兴村时，钟瑛并没有得到村民
的理解， 乡亲对她提出的科技绿色防治理
念根本不接受。

湘妹子都有股子霸蛮劲。 钟瑛回到老
家，白天帮农民干活“套近乎”，晚上和农民
谈心“拉家常”，讲农业发展，讲环境保护，讲
统防统治。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以后
回家，3个月开展500多场讲座，发放资料3万
份，终于换来了1.2万户5.4万亩的合同。

钟瑛深知，种好“试验田”才能形成“辐
射力”。 她全身心投入到统防统治工作中，
制订详细的生产和病虫害防治预案， 比农
民起得更早、 睡得更晚。 为了保证防治效
果，钟瑛几乎成天泡在田间，观测虫害，示
范施药。

长时间泥水里浸泡， 钟瑛脚上的皮肤
溃烂了，一沾水就钻心地疼。家人同事都劝
她放弃，她说：“现在是关键时期，我不能离
开，下不了水，我就在田埂上干。”村民们纷
纷感叹“这个女娃比农民还农民”。

一季农作物收割后， 钟瑛的试验田经
省市专家评估验收认定，成本降低20%，产
量提高15%，农药用量降低46%，病虫危害
损失率5%以下。

农民得到了实惠，但公司却没能盈利，
到2011年底， 已经亏损100多万元。“农业
项目不可控制因素太多， 当遇突发性病虫

危害需增加防治次数时，防治面临亏本，
不防治将会使农民遭受损失。 再加上公
司业务单一，收入有限，成本降不下去，
造成亏损，一度都快办不下去了。”钟瑛
说。

得知钟瑛公司遇到困难， 当年不认
同她的村民张立新大爷走过来， 递给她
一个布袋：“孩子，你的事我们听说了，我
们都没钱， 这是我们全村一起凑的10万
块钱，给你应应急。我们相信你！”

在当地植保植检站专家的支持下，
钟瑛逐步调整工作思路， 开始注重基层
服务的建设，并开创性地建立了“三式”
保“三赢”的模式。“三式”即采取“一站
式”采购农药，直接从有资质的生产企业

“一站式” 采购大包装农药；“一站式”服
务管理，组建村级服务站，农药配送、机
防队伍组建等都由村级服务站一并协助
解决；采取“地毯式”的宣传发动，带领员
工走村串户宣讲政策， 配合农业部门搞
好农民培训。

“‘三式’保证了‘三赢’局面”，钟瑛
说，一是施药机防手赢，施药机防手是兼
职，每年增收8000元至10000元；二是农
户赢，每亩水稻用药成本减少30元至40
元，每亩双季稻增产100公斤，还可以腾
出手来外出务工增加收入；三是公司赢，
服务效率提升助推了公司快速成长。

2018年， 钟瑛的公司已经完成了由
单纯的统防统治向种子肥料、机插机耕、
金融保险、收购等全程服务转变，营业收
入1.16亿元，解决就业3600多人，实现粮
食增产8万多吨， 帮助农民节本增收2.3
亿元以上， 公司服务过的农田农药化肥

全部实现了负增长，被农业农村部评为“全国
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百强服务组
织”，她本人也被团中央评为全国农村青年致
富带头人。

圆梦
带动近万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初心让我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在创业最

困难的时候，是乡亲们给予了我支持和动力，
我要用自己的行动来回报他们。” 钟瑛坦言。

随着长兴村农业服务一体化的成功推
行， 钟瑛在岳阳市121个村实施了一体化服
务，并投资建立O2O电子服务平台，免费为农
户提供技术培训和指导。 看到农民特别是种
养大户资金不足贷款难，钟瑛主动联系银行，
推出种植贷等金融服务，为15.5万亩农田提供
8000余万元资金周转。

农村贫困人口是钟瑛特别关注的对象。
目前钟瑛的公司中机防队员贫困户占90%以
上；同时，公司还直接扶助贫困户1000余户，
减免费用300余万元，成功带动近万名贫困人
口脱贫致富。

平江县中县村老支书刘胖成， 一辈子
两袖清风，退休后住的还是土坯房。钟瑛知
道后，帮助他承包了185亩水田，第一年就
收入30多万元。4年后，老支书流转土地800
多亩，买了小轿车，建了新房子。老支书逢
人就说：“多亏了钟瑛带领我们致富奔小
康！”

4月30日， 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在
北京召开， 钟瑛作为青年代表现场聆听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离开了祖国需要和人
民利益， 任何孤芳自赏都会陷入越走越窄的
狭小天地。” 总书记的这句话让钟瑛很受感
动。她说，乡村振兴正如火如荼，农村是一片
大有可为的土地、充满希望的田野。对自己为
之奋斗的事业，她充满信心。

生长在田野的梦想

姜鸿丽 卜云 李宁

4月30日，北京妫水河畔白云飘渺，微波
荡漾，奇花争艳。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
览会游人如织。沿着国际馆南行，中华园艺展
示区一处云雾缭绕，山石繁花簇拥的秘境———
湖南园，引得游人争相探幽。

“仿佛若有光!”今年32岁的杨建被这自然
生态的入口深深吸引，穿过“湘遇·桃花源”的
洞口，眼前豁然开朗。园中奇石嶙峋，百花娇
媚，桃林夹岸，村舍掩映。武陵渔郎泛舟湖上，
农人田间耕种，樵夫林中砍柴，让人置身农耕
文化的体验之中。湘园居前，桃花源民俗风情
表演“楚女出阁”，仿佛让人穿越了千年的历史
时空。循着朗朗读书声而去，武陵书生虽归隐
田园，仍心怀天下。杨建漫步在天人合一、如诗
如画的园中，看到武陵山石、洞庭春晖、桃源寻
梦，一步一景，由衷地感叹：“越是自然的，越是
生态的，越是世界的，越是震撼人的心灵!”

从事多年园林景观设计的杨建来自山东
滨州， 这次特意和几名同事来到世园会学习。

看了七八个园艺展区后，杨建被湖南园这种自
然的布局所打动，尽情地感受自然生态与人文
情怀的呼吸和律动。

“你看这造型精巧的紫薇亭、别致的紫藤
曲廊，花卉植物的搭配，绿油油的稻田，用原木
切片铺设的田间小径， 一切都那么原生态，那
么自然和谐。这种生态的理念是未来造园的趋
势。这种回归田园的大地景观，更是人们追求
的生活方式。”杨建说，这种“桃花源里可耕田”
的生活，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充满感召力
的理想人居。

在湘园居的别院里，69岁的北京人白秀明
带着外孙女， 尽情地体验桃花源擂茶百转千回
的擂制乐趣，久久不愿意离去。白秀明从天津一
所高校退休，平时喜欢唱歌、写字、画画。“这种
慢生活特别惬意，走进这个园子里，人的心一下
子就静下来了。这种桃花源里的休闲生活，只有
沉淀下来才更有滋味， 就像这擂茶磨制的过程
一般。我想让孩子了解这种文化的传承，身体力
行地告诉她美好生活的原貌。”

望着“湘遇·桃花源” 人流如潮的热闹景

象，负责运营“湘遇·桃花源”湖南园的负责人、
常德市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书记、管委会主
任伍彩霞感慨地说：“桃花源就是美好生活的
象征，就是东方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在世园
会这个国际舞台， 在这2450平方米的室外展
园里，我们从桃花源里好耕田、桃花源里好浪
漫、桃花源里好休闲3个层面，来呈现桃花源里
的美好生活。可以说，在湖南园既是欣赏园林、
园艺景观，也是体验美好的田园生活。”

像中国从不吝啬珍稀植物与世界共享一
样，中国常德桃花源也从不吝啬与全球华人共
享心灵的精神家园。伍彩霞告诉记者，在世园
会162天的时间里，湖南园将根据气候变化适
时调整园内盆栽作品和桃花源元素，引四时之
景入园，游人可以在妫水河畔，尽情体验桃花
源景区的田园风光、诗词文化、耕读文化和养
生文化。在7月7日至9日的“湖南日”活动中，湖
南园还将以“幸福湖南，湘聚北京”为主题举办
多种文旅活动，促进湖南文旅发展和生态建设
国际交流，向世界展示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
形象，传递桃花源天人合一的文化自信。

欧阳金雨

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上 ，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珍
惜这个时代、担负时代使命，在担当中历
练，在尽责中成长。”他同时也告诫青年，
一切“躲进小楼成一统”逃避责任的思想
和行为，都是难以真正获得人生快乐的。

“青年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 ”，许多
人聆听完总书记的讲话，不由自主地这样
感慨。的确，时代给了当代青年人以施展
才华的舞台：“一带一路”倡议让青年人成
长为国际重大工程的建设者、参与者；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年轻的科学家、产业工
人带来发展自我、成就梦想的机遇；脱贫攻
坚主战场，给了青年接触社会、历练自我的
舞台。同时，时代也很包容，青年人既可以
专注某个领域成为“单项冠军”，也可以将
闲散的时间合理规划当“斜杠青年”。

时代召唤青年、也不负青年 。把实现
人生价值同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统一
起来，很多青年人不仅实现“小我”，也成
就了“大我”。创新创业大潮涌动，小镇青
年成长为明星企业家； 慕课流行，“网红”
教师涌现；移动互联网发展，自媒体大咖
一呼百应……日前揭晓的第23届“中国青

年五四奖章”获选名单中，来自湖南的80
后“新农人”钟瑛站到了全国领奖台上。

美国硅谷曾流传着一句话：人生最重
要的是“坐上火箭”。如今很多中国人都在
说：在风口上飞，一切皆有可能。青年人成
长在一个处于上升通道的国家，不正是登
上了一艘最快的 “火箭”， 飞在了最炫的
“风口”吗？

当然，时代变化很快，青年对人生“升
级”也要保持好心态。在这样的时代里，如
果你放大当下的“不如意”，就只会坐困愁
城，错过时代的风景。实际上，一切都没有
你想像的那般无聊。比如，这几天你正愁
“五一” 假期如何打发， 但这个平时觉得
“糟透了”的城市，一下子涌进四面八方的
游客；当你抱怨工作无聊无趣时，却发现
公司的招聘页面已被刷爆；当你哀叹人生
不顺叫上朋友一浇心头块垒时，他安慰你
的第一句话却是：“其实，我挺羡慕你的。”
时代很大，最怕的是人越活越小。

TFBOYS成员易烊千玺近日在联合
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青年论坛发言时反
复提到一个短语：一起来吧（Come on to鄄
gether!Let's go）。是的 ，一起来吧 ！用奋斗
的姿态迎接一切挑战，便能收获真正快乐
的人生。

时代的舞台很大
但人不能越活越小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雷鸿涛
通讯员 米承实 蒲娟

5月1日，在辰溪县潭湾镇杉林村的一
丘水稻秧田里，62岁的欧道良和妻子陈满
英正忙着将秧苗从茂密的地方往稀疏的
地方移。

“劳模，该歇气吃点心（中饭）了。”欧
道良的勤快在村里人人皆知，村民们都叫
他“劳模”。转眼已到中午，太阳有点灼人，
路过的村民邀夫妻俩回家休息。

欧道良是共产党员，勤劳肯干，但他
的人生却不顺。早年他在外务工，突然得
了怪病， 全身酸软无力， 经常留鼻血、胃
痛。经多家医院治疗无果，不仅花光了多
年的积蓄，还借了外债，被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然而,欧道良认为贫困户不是光荣的
事，告诫自己一定要养好身体，用勤劳的
双手摘掉“贫困帽”。

天无绝人之路。2014年4月，欧道良的
病得以好转，有了力气的他在自家的田地
里耕耘着，家庭逐渐恢复“元气”。

正当欧道良一家用劳动创造幸福生活
时，不幸却再次降临。2017年初，他30岁刚
出头、 还未结婚的儿子在外务工突发疾病
去世，全家人悲痛欲绝，整日以泪洗面。

欧道良家的不幸遭遇，辰溪县委宣传
部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干部经常上门嘘
寒问暖，开展心理疏导，并尽力帮助解决
困难。

儿子刚去世的那些天， 妻子伤心过
度，天天躺在床上。欧道良心想，如果自己

也一直悲痛不已， 这个家就真正的完了。
因此，他强忍悲痛，擦干眼泪，扛起养家糊
口的重担。

从此，欧道良更加勤劳。天还没亮，他
就起身去田地里劳作，喂养了鸡、鸭、鹅、
猪，并流转了他人的8亩田增加收入。虽年
过花甲，他依然种了10亩水稻，秋冬轮作
油菜，旱地则种玉米、西瓜等作物，3亩柑
橘即将进入盛果期。

脱贫靠双手，致富靠劳动。2018年，欧
道良仅稻谷就卖了1.5万元， 再加上菜油、
柑橘、猪、鸡、鸭收入，全年收入突破4万
元，顺利甩掉了“穷帽”。

“说到他们夫妻两个，那真是两个字，
佩服!那么大年纪，比村里很多年轻人都能
干，给我们全体村民树立了榜样。”谈及欧
道良夫妇，村民欧海珍赞不绝口。

欧道良是个热心人，这几年担任村民
小组长。劳作之余，他义务修剪村道两边
的绿化树木，打扫村道卫生，手把手教授
一些村民玉米、柑橘种植技术。杉林村去
年评选“五好家庭”，许多村民推荐他，村
支两委也有意，但他推荐了本组的种植大
户欧建义：“他年轻，收入比我高，带动力
比我强，在5组他家评为‘五好家庭’是最
佳对象。”

今年，欧道良又流转了2亩稻田，除了
种水稻， 还准备在5亩水源好的田里放养
稻花鱼，增加收入。“党和国家的政策这么
好，我跟老伴再加把劲，争取早日奔小康，
不给国家拖后腿。”欧道良表示，只要自己
一天能劳作，就一天不停步，用勤劳的双
手创造幸福生活。

�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唐建衡 唐银芳）连日来，东安县端桥铺镇
竹木町村农机穿梭，泥土芬芳，春耕生产正忙。
村民们告诉记者， 扫黑除恶净化了乡风民风，
村里新增规模种植面积500多亩，20多人进入
基地务工。

端桥铺镇地处东安县与冷水滩区交界处，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不法分子在这里开设流动
赌场，不但影响了当地的治安环境，还助推了

村民打牌赌博等陋习。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东安县扫黑

办、纪检监察机关、端桥铺镇政府根据群众举
报，共摸排出7条线索，今年以来，东安县相关
部门、端桥铺镇政府、派出所深入该镇新屋、大
井、黄塘等村开展联合禁赌行动，收缴麻将机
等20余台， 批评教育参与赌博人员100余人，
关停麻将馆8家。到目前，该镇刑事拘留2人，批
捕1人。

在强力扫黑除恶的同时，东安县委宣传部
深入端桥铺镇开展“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活动，引导各村成立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道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等为主的“一约四
会”，开展“最美爱心人”等评选，各村打牌赌博
陋习基本杜绝，文明新风吹拂全镇。该镇负责
人介绍，现在，能人纷纷回乡创业，全镇新增种
养大户10户，新增土地流转面积近2000亩，新
增就业1000多人。

妫水河畔羡渔樵
———北京世园会“湘遇·桃花源”湖南园见闻

� � � �自己患病耗尽家财刚愈，儿子又突发疾病去世，
辰溪县潭湾镇杉林村年过花甲的贫困户欧道良———

脊梁扛起苦难 双手摘下穷帽

端桥铺镇:风气正 春耕忙

� � � � 5月2日，长沙市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项目已完成涉水主体施工，将进入景观绿化
恢复和亮化施工阶段。该综合改造项目南起杜甫江阁，北至银盆岭大桥北侧，全长5.1公
里，改造后的堤防将由现有的50年一遇的防洪标准提升至200年一遇，超高部分采用1.5
米高装配式防洪墙，防止出现洪水漫堤及渗水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长沙湘江东岸防洪综合改造
项目涉水主体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