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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唐曦

“这位老人手上有茧，指纹半天录不进，
怎么办？”8月1日上午， 耒阳市公安局水东江
派出所办事大厅里一阵小骚动。

此时， 只见一位年轻民警端来一盆温水
和一瓶护手霜走过来， 蹲下身细心给老人做
起“手部护理”。围观群众看得一头雾水。

“护理”过后，老人的手变得柔软起来。这
位民警再将老人的手牵往仪器上一放， 轻松
录入!
� � � �这位年轻的民警叫匡兵， 是水东江派出
所副所长。6月25日， 匡兵获评第九届全国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虽是“80后”，匡兵却
已扎根基层8年，在平凡岗位上摸索出许多服
务群众的“小窍门”，被群众称为遇到难事好
找的“主心骨”。

“只要群众有危险，我就必须
冲在前”

提到匡兵，很多人会想起2016年他在海
南三亚见义勇为的故事。

2016年3月25日下午， 匡兵与妻子温琦
华利用在三亚市拍摄婚纱照的空闲时间，搭
乘游艇前往西岛景区观光。当天船上共16名
游客，多为妇女儿童，大家一路欢声笑语。

行至半途，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性歹徒突
然持刀行凶。当场就有乘客受伤流血，船上一
片惊慌。

“一定不能让他伤害其他群众!”匡兵抱
定信念，当即跨步向前，赤手空拳与比自己
高半头的歹徒展开搏斗。 匡兵被刺数刀，尤
其是左手臂动脉被割破，血流如注昏倒在血
泊中……

这件事情当时轰动全国， 大家纷纷为匡
兵夫妻两人点赞。

但于匡兵而言， 这次挺身而出不过是他

“职业本能”，在他的日常工作里，类似事情时
有发生。

2012年的一个凌晨，衡阳县金兰镇街上
的一家摩托车店失火。 时任衡阳县公安局金
兰派出所民警的匡兵，第一时间赶赴现场，一
边参与灭火，一边组织周边群众有序撤离。

熊熊大火很快将停放在店外马路边的一
辆轿车油箱引燃，随时有爆炸的危险。

“当时消防官兵还未赶到，只能我上。”紧
急关头，匡兵从周边找来灭火器，冒着生命危
险，迎着烧得滋滋作响的轿车走上前。

匡兵的及时扑救， 为随后赶来的消防官
兵扑灭大火赢得宝贵时间， 为群众挽回不小
的财产损失。

“只要群众有困难，我一定会
竭力帮”

匡兵危急关头舍身忘我， 平常也总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他总对群众说：“有什么
困难只管找我，我一定尽力帮你。”

“听说养老金要凭二代居民身份证领取，
我没得怎么办？”2014年9月初，匡兵听闻辖区
大塘角村95岁老人资桂珍的烦恼。这时，匡兵
已调至耒阳市公安局原泗门洲派出所， 他完
全可以不予理会，但匡兵还是决定尽力帮她。

早年双目失明的资桂珍行动不便， 平常
鲜少外出，也就没办领二代居民身份证。

二代身份证的初次办理， 必须本人去户
籍所在地派出所采集指纹和图像。 考虑资桂
珍的实际困难， 匡兵将其情况向上级公安局
汇报， 并申请借调移动指纹采集设备上门为
其办理，得到同意。

几个工作日后，匡兵就与同事驱车20余
公里，上门为资桂珍采集指纹和图像，并帮她
代办了后续事宜。

群众开了口的事情，匡兵都记在心里;群
众没有开口的难处，匡兵一样看在眼里。

2014年上半年一天，辖区内低保户老人
李某凤上门办理户籍业务。尚未入夏，老人来
到派出所时却满头是汗。

匡兵忙为老人递过一杯水，并询问缘由。
原来，老人为省2元钱公交车费，步行了五六
公里路。

“千万注意身体，2元钱的户籍工本费我帮
您出，节省下的钱您就坐车回去。”那时匡兵就
决定，以后只要给五保户、低保户、困难户打印
户口本，都由自己垫付工本费。

“很多老人办完事后非常感激，不仅不肯让
我垫钱，还总想给我塞点土特产。”匡兵说，每次
自己婉拒老人好意， 他们便会感动而郑重地说
一句“谢谢警察叔叔”。

这声“警察叔叔”看似差了辈分，却是老人
们对匡兵工作的高度认可和尊重。

“只要群众有反映，工作就要
改进”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 让匡兵摸索出一个规
律，如果群众集中反映一个问题，说明工作确实
有改进的空间。

2013年， 匡兵刚到泗门洲派出所工作时，
所里警力不足，往往一人身兼数职，可能一名民
警要面对十几名办事群众。

“出生证怎么申办？你先回答我。”“表里这
一栏填什么呀？我搞不清!”“小伙子，我不识字，
你给我读读？”民警忙得焦头烂额，群众得到的
反馈却不尽如人意。

面对此情景， 匡兵积极思考：“能不能把大
家的问题集中起来统一解答？既节省人力成本，
又提高办事效率。”

很快，匡兵就找到了解决办法。他梳理列出
大家常办的高频事项清单，逐一将办事流程、表
格填写模板粘贴在公告栏。遇到年纪大、不识字
的群众，他还细心沟通代为填写。

“这样一目了然，我照着办(填)就是了。”群
众的抱怨声转而成了夸奖。

匡兵说：“有时一点小改变， 就能让群众满
意。”

过去由于村镇交通不便， 许多偏远村的村
民都等着镇里赶集的日子，一次性出门办事、采
购。但不少群众反映，如果等到派出所8时上班
办事，事情办完就赶不上早集。

于是，每逢镇里赶集日，匡兵早晨7时不到
就打扫好卫生等待群众上门。 这1个小时的提
前，让群众直呼贴心。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早已成了匡
兵的习惯。

当好群众的“主心骨”
———记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匡兵

欧阳金雨

8月 2日是科创板第十个交易日 ，这
一天 ， 首批登陆的25只股票全部完成股
价翻倍 。 这批弄潮企业很快成为行业学
习追赶的对象 。 这些企业的创始人是怎
样的一群人 ？他们的科研含金量有多高 ？
网上新近流传的一组数据值得细思量。

一是这些创始人大多有高学历 。其
中 11位拥有博士学位 、8位拥有硕士学
位 ， 博士和硕士加在一起 ， 占比达到了
76%；二是这些创始人的平均年龄超过了
52岁 。当中 60后 、70后共有 20位 ，占比达
到了80%，是绝对主力 ，令人称奇的是 ，这
批创业者中有3位50后 、1位40后 ；三是25
家上市公司合计拥有专利5726项 ， 相比
主板 、创业板上市公司 ，它们的研发属性
更强。

“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改革开
放初期 ， 很多创业者往往靠的是勇气和
运气 ，“冒险精神 ” 是那时创业成功的第
一要义 。 首批上市科创板企业所呈现的
共同特征表明 ， 当前企业成功关键在于
有自己的核心优势 ， 而理性和科学精神

应该成为新一代企业家的基本素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过去二十年 ，互

联网技术引领着创新 。 如今移动互联网
产品进入饱和期 ，“硬科技 ” 接棒新创业
风口 。 首批上市的科创板企业恰好佐证
了这一观点 ：25家企业中 ， 来自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设备制造业及专用设备制造
业的企业有 17家 ，来自铁路 、船舶 、航空
航天等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有3家 。在时代
大势的推动下 ，“硬科技 ” 逐渐告别冷板
凳，走到聚光灯前。

“硬科技 ”创业 ，积累至关重要 。比如
我省三一 、中联 、中电彩虹特种玻璃 、拓
浦精工智能制造等企业 ， 都具有保持定
力 、深耕主业 、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特
质 。 在前不久召开的全省产业项目建设
推进现场观摩会上 ， 人们看到邵东的打
火机 “老树发新枝 ”，灌气变成了用电 。这
不也是心无旁骛、持续创新的结果吗？

煲一碗靓汤 ，需要花很长时间 。正如
商界俗语所说 “财不入急门 ”，“硬科技 ”
创业时代 ，企业经营更要耐得住寂寞 、坚
守主业 ，踏踏实实沉下心来抓产品 、出精
品 。

“硬科技”创业时代
企业更要耐得住寂寞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田育才）今
天上午，张家界市2019年重大文旅产业招
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15
个项目落户张家界，总投资额达到597.1亿
元。副省长吴桂英出席仪式并讲话。

当天签约的15个重大文旅项目，包括
北京文投集团投资200亿元打造的枫香岗
国际影视文化小镇、 世茂集团投资150亿
元新建的文旅产业综合体、 泛华集团投资
35亿元建设的智慧旅游科创城等。这些精
品项目的签约入驻， 将有助于张家界全域
旅游格局的完善、旅游全产业链的提升，也
为湖南省“锦绣潇湘”全域旅游基地建设增

添了重要内容。
吴桂英指出， 湖南旅游资源丰富，正

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建
设作为总目标，夯实“五大旅游板块”的支
撑作用， 加快创建30个全域旅游示范区、
建设30个省级重点旅游项目。张家界作为
湖南旅游龙头，要充分发挥世界顶级的旅
游资源优势，抢抓发展机遇，深化改革开
放，优化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强与各地企
业开展经贸合作， 特别是加大与500强及
行业领军企业合作，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同时,完善全域旅游格局，在推动全域旅游
基地建设中更好发挥龙头作用。

张家界15个
重大文旅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达597.1亿元

湖南日报8月5日讯（记者 周帙恒）近
日，省委办公厅离退处党支部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20名党员深
入凤凰县山江镇樟坡村、 茶林村， 开展以
“开展一次劳力帮扶、 认领一项脱贫任务、
组织一次爱心活动” 为主要内容的主题党
日活动。

来到村里，党员们深入群众，深入田间
地头，与村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慰问特困群
众，体察民生疾苦。看到交通闭塞、土地贫
瘠的自然条件和贫困户家徒四壁、 吃喝简
单的生活条件， 大家深感作为一名党员特
别是省委办公厅工作人员， 身上所肩负的
对口帮扶责任。活动期间，大家通过认领脱
贫任务、为村民捐献爱心善款、积极采购村

里的农产品等，力所能及地帮助村民解决
实际困难。

“叔叔！阿姨！你们还会来吗？” 活动临
近结束时，村里小孩子们企盼的眼神给了
党员们鼓励与鞭策。大家表示，两天的主题
党日活动，时间虽短，但给我们上了一堂洗
礼思想、觉醒初心、升华使命、淬炼忠诚的
生动教育课。

活动结束后， 离退处党支部还先后
2次召开干部职工大会， 向广大干部职
工介绍党的扶贫政策和贫困村民的生
活生产情况，动员大家在接续奋斗中践
行初心使命 ， 以钉钉子精神抓工作落
实，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
绩。

同吃同住同劳动 身入心入助脱贫
省委办公厅离退处机关党支部开展助力脱贫

攻坚主题党日活动乡村教师乐享
“快乐学堂”

8月5日， 长沙教育学
院， 长沙棕编传承人王文定
在指导乡村教师学习棕编艺
术。当天，长沙银行“快乐学
堂”活动启动，来自全省31
个县市区的400名乡村小学
教师齐聚长沙， 通过参加主
题研训、 理论学习等形式的
培训，提升综合素养。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通讯员 余娅 摄影报道

荨荨 （上接1版①）
“咱是在他管的地方受了骗，他管不管咱

也要反映。”当时36岁的张玉生年轻气盛，坚
持要写信反映情况。 想起这次令人窝火的经
历，我们也决心试一试。

随后，张玉生趴在邮局的水泥柜台上，以
我们三个人的名义写了一封投诉信。当时，我
们并不知道福州市委书记叫什么名字， 便在
信封上写了“中共福州市委书记收”。

信寄出去了， 张玉生的气也就消了一大
半；至于效果如何，压根没抱啥希望。

之后我们便回了霍州， 这件事也就不去
想了。

心系民生， 市委书记给我们
“回信了”

“没想到，我们的投诉有回音了！”
回到霍州后的一天早上， 张玉生紧紧攥

着一封信，激动地冲进了我的办公室。
接过信来， 望着信封右下角鲜红字体标

注的“中国共产党福州市委员会”，我顿时心
情澎湃。

“你们三位同志4月24日致信市委书记
习近平反映出差我市期间购买去温州的车票，
在‘五一’旅社门前被一些人公开行骗的来信
收悉。市委书记习近平十分重视，立即批请有
关部门认真查处，并将结果向你们反馈。”

看到回信，我才知道这位福州市委书记名
叫习近平。信里的内容，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在
这封中共福州市委办公厅的函复里，饱含着市
委书记积极回应群众呼声的满腔热忱。

“没想到！没想到！”看了信后，张玉生和
韩忠民也是激动不已，“咱们是刨地刨到了金
元宝，中了大彩！”

更让我们没想到的是，随后几天，我们又
收到了一系列处理“反馈”。

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接到批示后，用
了不到一周时间就将事情进行了调查处理。
原来， 我们乘坐的客车是客运站承包给个体
户的，售票点也是未经批准非法设置。管理处
已责令客运站对车辆停业整顿， 并处以150
元罚款，退出多收票款33.6元。

福州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的来信还征求我
们意见，并索要通讯地址，以便退还多收的票
钱。随信附上了客运站的“检讨书”。

看了这封“检讨书”，我们都感觉很欣慰。
按照信上要求，张玉生给福州市交通运输

管理处写了回信，之后不仅收到了33.6元钱，还
收到他们的进一步反馈： 根据反映的情况，他
们举一反三，取缔了“五一”旅社周围十家非法
售票点，并将诈骗、殴打旅客情节严重的人员
送当地派出所查证处理，得到旅客和周围群众
的好评。“由于我们工作不好，造成你们旅途中
不愉快的经历，再次向你们表示歉意，由衷感
谢你们对我们工作提出宝贵意见。”

整个事情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咱都不相
信一个市委书记能管这样的小事， 但人家不
仅管了，还要管到让我们满意为止。从我们写
信到最后处理结束只用了40多天，处理得环
环紧扣，步步深入，让人佩服！

福州的乘车经历让我们感到这位市委书
记习近平是心里装着人民的“好官”，他把群
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 他的眼里容不得
沙子，看到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就要管、马上
就办，而且不是挂在口头上，是切切实实落在
行动中。

我当时就感到， 福州有习近平这么个好
书记，真是福州人民的福气！

初心不改， 他一直都是这样
做的！

一段时间里， 很多人都不相信我们的这

段经历。
我们就拿出这些信件给他们看， 看到的人

没有不感动的。 大家都称赞习近平书记是替老
百姓办事的实在人， 是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好公
仆。

这些信函原件一直由张玉生保管着。 尽管
搬过好几次家，但他一直小心翼翼地珍藏着。

从那件事之后，习近平就成了我们的榜样，
为官、做人，我们处处向他看齐。凡是群众上门
来找，我们一定要亲自接待，处理事情也要做到
让群众满意。

张玉生给我讲过一件事： 他后来当了霍州
市宗教局局长， 有个宗教场所放炮炸伤了一个
小孩的眼睛。孩子的父母找了好多人没人管，就
找到了张玉生。如果在以前，这件事情也可能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但他多方调查，去做工
作，最后帮那家人拿到了赔偿。后来，他也举一
反三， 组织所有宗教场所负责人进行了安全培
训。

每当我们看到习近平这个名字， 就倍感亲
切，特别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后，每次在电视上
看到他，就仿佛见到了老相识。有他，就感觉有
靠山、有力量。

习近平做我们的总书记，这是党之大幸、国
之大幸！现在，全党正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我们认为，这个故事就是一
本活教材。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但一滴水中可以
看见太阳。 我们的总书记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
务的，不论是当农村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还是当
党的总书记，他一直都是这样做的！他的初心和
使命是发自灵魂深处的！

我出生在旧社会， 尝过日寇奴役的苦，品
过解放胜利的甜，有幸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
果，在新时代安享晚年，实在是幸福！我相信，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肯定会
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富强。

荨荨（紧接1版③） 对红包礼金必须当面拒
收，对特殊原因确实无法拒收的，必须及时
上交组织并作出说明。

红包礼金陋习积弊已久，不出重拳、不
下猛药难以根绝。对收受红包礼金者，要一
律先免职再查处；领导干部亲属收受的，追
究领导干部责任； 对送红包礼金的公职人

员，与收受者同样严肃处理；公款送礼的，
对相关责任人从重追究责任。 党员干部特
别是领导干部要认清红包礼金的本质和严
重危害，防止被裹着“人情往来”糖衣的炮
弹所击中，坚决抵制收礼送礼陋习，努力营
造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 规规矩矩的上下
级关系、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荨荨（紧接1版②）8月5日下午，在衡东县霞
流镇李花村8组一口水塘里，记者看到，数
百羽鸭子正在嬉戏追逐，好不热闹！村民阳
治国提着饲料桶，正在给水里的鸭子投食。

“今年，我以小额信贷方式，贷款入股衡
东绿然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在合作社领养
了2500羽鸭子。”阳治国边投食边说，每年
每只鸭子可产蛋220至230枚， 他养鸭一年
可收入5万元左右，比去年净增收4万多元。

谈起今年能增加这么多收入， 阳治国
一脸笑容， 打开了话匣子：“多亏了村党总
支书记阳国清， 是他多次上门劝说我入股
合作社， 成为合作社股东， 大大增加了收
入。”

李花村是远近有名的蛋鸭生产基地。
村党总支书记阳国清告诉记者，过去，村里
部分贫困户在合作社喂鸭、搞蛋鸭加工，时
间少则两三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大家都抱
着打短工、赚点小工钱的想法来务工，贫困
户没有主动参与到扶贫产业链上来。

“绿然专业合作社每年销往广州市的
鸭蛋有6000万枚， 可实现利润600万元左

右，有稳定的创利空间。”阳国清说，过去合
作社怕麻烦，把贫困户排除在产业之外，没
有真正让贫困户加入到生产经营中来，基
本上是实行“一股了之”“一分了之”模式，
跟贫困户的利益联结就是借钱分息，造成
了贫困户“等靠要”的思想。

今年以来，村党总支深刻认识到，要实
现贫困户稳定增收，合作社还是要把贫困
户真正组织到产业链中来，让他们成为股
东，把他们的利益与合作社捆绑在一起，成
为利益共同体。

衡东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全县已有
兆丰农业、胜任果园等十几家专业合作社，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贫困农户”模式，带
动贫困户稳定增收，产生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为了进一步发展扶贫产业，并让更多贫
困户真正加入到扶贫产业发展中来，在党
建引领的基础上，县里还出台了“新型农业
经营组织参与产业扶贫奖补方案”，明确对
参与产业扶贫项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产业致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资金
支持。目前，已发放奖补资金108万元。

把支部建在扶贫产业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