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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上官智慧

从移文山到填会海，从减考核到提效
率，从打好“三大攻坚战”到推进政务改革
“最多跑一次”……张家界“利剑出鞘”20
条措施，每一条直击痛处、每一处措施具
体、每一项责任明确。

今年1至5月， 全市性会议召开35个，
同比减少10.25%；以市委、市政府名义下
发的文件221件，同比减少38.2%；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查处问题76个， 查处人数79
人， 党纪政务处分71人……这是今年来，
张家界市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

雷霆“亮剑”，项目建设再提速

以往，不定期到县市区调度督查项目
开工竣工情况， 加重了基层的接待负担。
现在，张家界的关键“少数”工作作风改
了———

今年新年上班第二天， 一场持续10天
的市委常委“集体调研，集中解难”现场办
公，到乡村、进景区、上车间、走工地，当场拍

板解决永定天门山二期项目用地保障、桑植
产业大道、慈利张家界大峡谷国家5A景区、
武陵源组建景区旅游集团公司等难题21个。

关键“少数”集体下沉，为“多数人”减
了负，为项目建设提了速，还为张家界开
展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开了一个好头。

今年以来， 为加快项目建设工作，张
家界雷霆“亮剑”，采取边咨询、边规划，边
建设、边争取的方法，用实干加巧干争取
上级支持。同时，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
有序推进投资项目集中联合审批，规范中
介服务，让“信息多跑路、客商少跑腿”，提
升行政效能。

精准“靶向”，“减负”且“增能”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基层工作者曾
给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

工作QQ群27个、微信群31个；报送各
类表格、台账，月平均消耗A4纸近万页；
最多的一周辗转4地，开了11个会……

数据的背后，是基层干部“负重”前行。
为此， 张家界严格落实年度计划清单管理
和“一事一议”审批制度，确保年内开到乡

级以下的全市性会议减少30%至50%；各级
各部门会议同比减少10%，以后只减不增；
省开到区县、市开到乡镇（街道）的会议，
市、区县一般不再作重复部署。同时，采取
严格发文程序、加快签文传输、严禁文件重
复签批等措施让文件大幅“瘦身”。

“以往，不是在开会路上，就是在开会
现场，如今会议少了，有更多时间为群众
办实事了。” 开年之初， 桑植县把经济工
作、纪委全会、党务工作、扶贫工作等多个
重要会议浓缩至2天内开完， 让广大党员
干部耳目一新，赢得大家广泛认同。

基层干部“减负”了，群众也有获得感
了。从去年开始，张家界“互联网+政务服
务” 一体化平台启用，44个职能部门数据
完成对接，894项事项实现入网办理，成为
全省少数拥有自主研发平台的市州，并在
全国率先推出“事项二维码”办理审批服
务事项。

做好 “加减法 ”，不以 “痕
迹”论“政绩”

“入村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贫困户家

合个影，然后在手机上签个到，接着还要
从包里依次拿出笔记本搞好留底资料。”
慈利县零阳镇干部小张吐槽曾经的基层
痕迹管理已经跑偏走样。

今年来，为切实纠正痕迹管理机械
式做法，张家界要求除中央和省委明确
要求的事项外，市、区县两级及各部门
自行提出的留痕事项， 原则上一律取
消；除中央和省里有明确规定外，各级
各部门不得要求单项工作用专门笔记
本记录， 不得要求通过微信、QQ、APP
等晒工作痕迹， 不得安排人员做留痕、
补材料工作。

在做“减法”的同时，还要做好“加
法”，在突出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方面，市

“四大家” 领导和部门负责人每次调查研
究须为基层协调解决至少1个实际困难和
问题。

“纠‘四风’没有间歇期，改作风没有
休止符。”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表示，将
坚持破立并举与长效推进，把集中整治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正风肃纪、纠正“四
风”的首要任务、长期任务，把作风建设不
断向纵深推进。

长沙大力推进
环境资源司法保护
去年以来受理各类环境资源

案件近500件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李昭菲）

今天，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长沙
法院环境资源司法保护状况并公布6个生态环境司法
保护典型案件。

去年以来， 长沙法院充分发挥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作
用，依法审理各类环境资源案件，持续推进专门化审判体
制和工作机制建设,�大力加强环境资源司法宣传，为长沙
市生态文明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服务。 截至
目前，长沙两级法院共受理涉及环境资源的民事案件329
件，审结312件；受理破坏环境资源的刑事案件166件，审
结153件，判处刑罚190人，判处罚金370余万元。

与此同时， 长沙法院探索建立生态恢复性司法机
制，如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及关联合同纠纷中，抛弃以
赔偿代履行的观念， 将恢复环境资源原状作为调解方
案的首要目标，实质解决环境纠纷。去年以来，长沙法
院共有6件案例入选湖南法院环境资源保护典型案例。

目标是2020年通过绿色企业认证

巴陵石化近5年
环保治理投资近20亿元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中
石化巴陵石化公司今日公布：近5年，巴陵石化累计投
入近20亿元资金进行环保综合治理，其中水污染防治
专项投资约2.1亿元；近3年来，巴陵石化化学需氧量、
氨氮、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4项污染物排放量削减
51.67%。

巴陵石化去年发布创建绿色企业实施方案， 目标
是2020年通过绿色企业认证，进入中国石化“绿色企
业”序列。巴陵石化创建绿色企业有三大总体目标：
绿色产品方面，打造新型环保抗氧体系SBS充油热塑
性弹性体、 水性环氧树脂等绿色品牌； 节能环保方
面，到2020年完成万元产值综合能耗、万元产值综合
水耗、加工吨原油取水量、工业水重复利用率、蒸汽
凝结水回收率等5项具体指标；减排方面，到2020年
废水排放总量比2015年削减20%以上， 废水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削减12%以上，废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
量削减15%以上，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0%
以上， 外排废水合格率、 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率达
100%。

巴陵石化列出创建绿色企业的113项任务、52个
节能节水及环保项目“清单”，并逐一落实。通过创建样
板污水处理场、优化实施污水提标改造、推进清污分流
等措施，强化废水达标管控能力；通过完成17个VOC
（挥发性有机物） 治理项目和热电部6台锅炉的超低排
放改造项目， 确保外排废气稳定达标； 通过从固废产
生、预处理、收集、贮存、运输、处置等各环节进行全面
梳理，明确职责分工和管理流程，提高固废规范化管理
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梦湖 陈晶

“临近端午， 我每天可以卖
400多个粽子 ， 一天净赚 600
元。”6月4日，郴州市苏仙区坳上
镇田家湾村村民李丽华像往常
一样凌晨5时出门，6时30分赶到
湘南地质队农贸市场售卖粽子，
忙到10时才抽空吃上早饭。

中午11时 ， 李丽华收摊回
家。一到家，李丽华就麻利地开
始包起粽子。“刚才又有老客户
订了5000个粽子， 除去市场卖
的，已经预定了一万多个。”在李
丽华的手中，包一枚粽子不到10
秒。由于粽子供不应求，家住附
近的亲友赶来帮忙。75岁的陈庭
亮是当地有名的包粽子行家。

“我们祖辈就以包粽子 、卖
粽子为生， 之后世代相传 。”年
事已高的陈庭亮把包粽子的技
艺传承给了后辈 。 李丽华接过
了她的接力棒。“我跟着陈娭毑
学包粽子，也卖了快30年粽子，
现在每年可以赚七八万元。”李
丽华说现在必须加班加点赶制
粽子， 才能确保如期交到客户
手中。

田家湾村有不少村民像李
丽华一样，靠制作粽子等传统手
艺，走上了发家致富之路，小粽
子包出了大产业。2017年，“香
姐乌米粽” 和“罗娭毑粽子”两

大本地粽子企业在田家湾村投
产。“我们有员工近50人， 大部
分是本地人，日产粽子5万个。”
“罗娭毑” 粽子品牌负责人黄堂
介绍说，当初投入资金500万元
在田家湾村扩建厂房，就是相中
了“粽子村”制作香粽历史悠久、
家家都会包粽子的独特优势。

“我以前在广州打工，去年
来厂里上班， 月工资8000元左
右。在家门口就业特别好，待遇
很不错。”35岁的袁冬姜是“罗娭
毑”粽子厂的一名包扎工，她熟
练地将两片粽叶折成漏斗形，放
入馅后在称重器上测量，再折成
三角形缠好线固定。“我平均一
天包1500个粽子。”

在田家湾村，提起“乌米粽”无
人不知。 当地村民李启香回乡创
业，秉承非遗传承，采摘大山深处
的中草药，结合原生态食材，将“乌
米饭”改良成“乌米粽”，打造出具
有该村特色的“香姐乌米粽”品牌，
每天可加工制作4000个乌米粽。
目前，“香姐乌米粽” 远销全国各
地，年销量达50余万个。

“今年，我们投入300多万元
建设原材料基地，移栽培养野生
乌饭树，从源头保障乌米粽的纯
正品质。” 李启香边说边处理着
手机里源源不断的订单。

据了解，目前，该村有100多
户村民从事粽子生产， 一年四
季，村内都弥漫着粽子的香味。

湖南日报6月5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潘芳）6月2日一大早，永州市宁远县灰粽销售大户欧阳
有进，忙着往广州、北京等地快递灰粽，欧阳有进向记
者介绍，今年端午节前后，他预计销售灰粽20万个。

永州传统工艺加工的粽子，被大家称之为“灰
粽”，即先把稻草焚烧后的灰烬，在泉水里浸泡一天
后，过滤出稻草灰渣得到含碱水，用这种含碱水浸
泡糯米、红豆、花生等。再把泡好的糯米、红豆、花生
和香油腌制的五花肉包在一起，经过至少10小时熬
制而成浓香可口的粽子。由于取材纯天然，制作工
艺原生态，很受大家欢迎。

2015年， 永州市成为全国首个辖区内所有
县区整体推进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和农产品防伪
溯源质量安全体系的地级市以后，永州灰粽通过
电商平台推介，迅速进入全国各地大中超市以及
港澳市场。同时，他们还在坚持传统工艺的基础
上，根据客户反馈的意见不断创新新品种，销量
一年比一年好。 双牌县54岁的刘湘云向记者介
绍，今年，她的灰粽日销售量在1000个以上。

据悉，到目前，永州发展手工粽子加工作坊
500多个，从业人数达2000多人，预计今年端午
期间灰粽销售2500万个以上。

靶向发力治“顽疾”“轻装上阵”行万里
———张家界市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纪实

小粽子 大产业

“宁乡花猪号”高铁
冠名列车长沙首发

湖南日报6月5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瞿辰）宁乡花猪，中国地标产品。昨天，在宁乡市人民政
府的指导下， 宁乡市现代农业产业园与广州铁路局和
永达传媒达成合作， 在长沙高铁南站正式上线运行第
一列“宁乡花猪号”高铁冠名列车。

首发仪式现场，与会嘉宾共同触摸水晶球，正式启
动“宁乡花猪号”高铁冠名列车上线运行。活动吸引各
地游客纷纷驻足停留， 并现场了解、 品尝宁乡花猪产
品。随后，大家一同来到站台共同见证了“宁乡花猪号”
高铁冠名列车正式发车。

此次高铁冠名是宁乡花猪品牌营销的又一次升
级，实现了品牌形象打造、产品信息传播的联动，为推
进宁乡花猪打造“双百工程”创造了有利条件。

据宁乡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年来，宁乡市加大宁乡花猪保种力度，使花猪血
缘和规模逐步恢复并发展壮大。2017年以宁乡花猪为
特色主导产业进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录，经
过一年的发展，2018年全市共出栏宁乡花猪20万头，
产业总产值达20亿元，培育了国家级龙头企业2家、省
级龙头企业5家。 宁乡市致力打造宁乡花猪“双百工
程”，坚持政府引导、龙头带动、市场运作，突出品种、品
质、品牌建设，推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到2022
年实现“出栏100万头、产值100亿”的发展目标。

永州：端午到，灰粽香

欢庆
端午

6月 4日，
长沙市开福区
通泰街街道轩
辕殿社区，小
朋友在咸鸭蛋
上绘画。当天，
该 社 区 举 行

“粽情端午 传
承文明” 庆端
午 节 主 题 活
动。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