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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彭雅惠）信心
比黄金更重要。今天，省统计局发布调查结果：
三季度湖南消费者信心指数为132.0，比二季度
提高2.2点，继续处于高位区间运行。我省消费
者信心已经连续三个季度保持乐观水平。

消费者信心指数是反映消费者信心强弱
的指标，由消费者满意指数和预期指数构成，
前者反映消费者对当前经济生活的评价，后
者反映消费者对未来经济生活发生变化的预
期。 该指数被视为预测经济走势和居民消费
趋向的先行指标。

消费者信心指数统计满分为200分，指数
大于100，表明消费者趋于乐观，越接近200乐

观程度越高；指数小于100，表明消费者趋于
悲观。

调查显示， 三季度我省消费者满意指数
为125.9，比二季度提高1.6点。具体来看，就业
满意指数较高， 为138.7； 收入满意指数为
123.1；对于当前物价水平，超七成消费者认为
“较高”，25.30%认为“合适”；对于当前本地区
商品房价格，68.80%的消费者认为“较高”，
26.17%认为“合适”。

对于未来经济生活， 我省居民对经济长
期向好发展有充足信心： 消费者就业预期指
数为143.3，比二季度上升3.9点；收入预期指
数为128.7，比二季度提高1.2点；对于未来6个

月物价水平，预期“上涨”和“基本不变”的分
别占47.97%、39.07%； 对于未来6个月本地区
商品房价格，超过50%的消费者预期“基本不
变”，36.17%的消费者预期“上涨”。

基于上述预期， 超八成受调查居民表示
未来6个月家庭有余钱进行消费， 其中，
55.23%� 选择余钱的主要用途为购买商品和
服务（包括教育），42.57%选择储蓄，15.50%选
择投资房地产，11.83%选择投资理财产品。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 湖南消费多点
开花，居民们在文化、出行、餐饮、用品等各领
域热情高涨“买买买”，正是我省消费者信心
持续乐观的一个印证。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黄树兰）10月13日，全省产业扶贫
工作推进会在汝城县召开，“千企帮村万社
联户” 工作推进会同时举行。 省农业农村
厅、省扶贫办和各市州农业农村局、扶贫办
负责人与“千企帮村”企业代表等参加。

近年来，我省按照“资金跟着穷人走、
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产业项目走、产
业项目跟着市场走”的“四跟四走”原则，探
索推行产业扶贫“四带四推”新模式。即以
优势产业带动扶贫产业， 推进产业精准培
育；以新型主体带动贫困群体，推进利益紧
密联结；以市场机制带动发展机制，推进产

业持续发展；以组织作为带动农户有为，推
进措施落地见效。 全省有产业发展能力和
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均得到产业帮扶，95%
以上贫困户与新型经营主体建立起紧密的
利益联结机制， 基本实现“村村有帮扶产
业、户户有帮扶项目”。去年，我省贫困地区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285元，比
上年增长11%， 增幅高出全省农村居民平
均水平2.1个百分点。

会上，汝城县、涟源市、武冈市、新田
县、慈利县介绍了产业扶贫做法，浏阳河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军杰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就联村帮户工作作了交流发言。

三季度湖南消费者信心持续乐观
超八成居民表示未来六个月有余钱消费

我省探索推行“四带四推”
产业扶贫新模式

有产业发展能力和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均得到帮扶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记者 陈淦璋）
10月12日，湖南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产
业战略联盟第一届成员大会在长沙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 联盟成员包括湖南建工
集团、湖南云中再生科技公司、湖南省交通
水利建设集团、湖南大学等55家建筑垃圾
资源化利用企业、装备制造企业、高校和科
研院所，将致力于发挥“产学研用”协同平
台优势。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工作， 将垃圾治理列为我省城乡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六大工程之一。 省政府办
公厅今年1月出台文件，提出了实行特许经
营制、推进源头减量、规范处置核准、推行
分类集运、加强运输管理、治理存量建筑垃
圾等一系列举措，力争2020年全省建筑垃
圾资源化利用率达35%以上， 基本形成建

筑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和产业
化发展的体系。

据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统计， 建筑垃
圾主要包括工程弃土、 拆除垃圾、 装修垃
圾、工程垃圾等，目前全省建筑垃圾资源化
综合利用率约为15%， 其中长沙市资源化
利用率为40%， 其他市州的建筑垃圾资源
化利用正在加快推进。此外，省住建厅拟明
确长沙市、 郴州市为建筑垃圾管理和资源
化利用示范城市， 努力形成在全省可复制
推广的经验和模式。

此次会议提出，发挥联盟的“产学研用”
协同平台优势，下一步要加快推进全省建筑
垃圾资源化利用标准体系建设，推动产业发
展规划实施， 协助各市州相关政策出台，协
助搭建建筑垃圾综合信息监管平台，促进省
内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落地。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驶入快车道
55家机构组建“产学研用”省级联盟

湖南日报10月13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刘灵宁 海旷儒） 昨天召开的省整治食
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推进会明确， 全省着力
做好六件事：统一公布举报投诉电话，统一开
展销毁行动，统一发布典型案例，挂牌督办一
批重点问题，抽检监测一批食品和相关产品，
建立完善一批制度机制， 真刀真枪解决漠视
侵害群众利益的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按照国家和省里行动方案既定的部
署， 全省整治食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加压

推进。督促食品、保健食品及食用农产品生
产经营者、学校及幼儿园、网络餐饮平台等
全面自查， 深挖掌握一批严重侵害群众利
益的突出问题； 严肃查办一批违法案件 ,销
毁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取缔一批违法违规
主体，严惩一批违法犯罪分子，曝光一批典

型案例，让老百姓看到整治的成效。
督促各市县抓落实，尽快完善工作机制，

建立工作台账，加大行动力度，上下联动，整
体推进，形成合力。采取加强通报、挂牌督办、
严格考评、整改约谈等必要的督促措施，推动
联合行动落实落地。

全省着力做好六件事
真刀真枪解决食品安全突出问题

湖南日报记者 宁奎
通讯员 石林灵 代炯琼

“会议减少后，大家可以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给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10月12日，慈
利县易搬办干部朱剑芳告诉记者，他们仅用3
个月时间， 就完成了对4043户安置房质量安
全、112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基础配套
设施建设的全面排查。

据了解， 今年来， 慈利县从严整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以文山会海“减法”换来作风活力
“加法”，大家轻装上阵，推动了各项工作的开展。

办事加速，群众更顺心
为了最大限度便企利民， 慈利县从整治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入手，持续深化行政审批
改革，聚力流程再造，拓宽服务渠道，变“往返
跑”为“单程跑”、“现场跑”为“网上跑”、“盲目
跑”为“有备跑”。

今年来， 慈利县进一步完善政务服务智
慧管理系统、 触摸屏查询系统、 排队叫号系
统、窗口评价评议系统等，全面实现窗口单项
业务办理时间不超过3分钟、平均等待时间不
超过6分钟的“跨栏式”增速。办理时间同比下
降48.07%，群众满意度直线上升。

慈利县政务服务中心还合理安排投资项
目审批、商事登记、不动产登记、其他综合服

务4大板块业务，全面完成了“前台综合受理、
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改革。

少跑会场，干部更踏实
“党的恩情似海深，遍身是口说不尽……”

前不久，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胡家坪村贫困
户胡秀贤把自己写的一首诗， 递到扶贫干部手
中，感谢他们对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

今年来， 慈利县瞄准文件简报“过多过
长”、会议“过频过滥”问题，大力精简会议文
件，改进会风文风，实行“多会合一”，严控会
议时间和规模， 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
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严格发文审批程序， 严控发文数量和规
格，做到综合报告不超过5000字、专项报告不
超过2000字，并由县委办进行计划控制、源头
管理。今年来，县委、县政府分别发文88份、
191份，同比减少44%、30%；至9月底，共召开
全县性会议24次，同比减少28%。

考核“减负”，干事更有劲
“以前每月要交13项报表，现在缩减为4

项， 可以把更多精力放在日常监督上了。”慈
利县赵家岗乡纪委副书记阳丹说。

去年底， 慈利县纪委监委改变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考核方式，采取“日常监督+全面
评估+综合测评”模式，率先进行专项减负。今
年5月，又出台11条“硬杠杠”，进一步明确取
消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票否决”和“责任
状”。

为充分发挥考核评价“指挥棒”作用，慈
利县将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严格压减， 坚持少
考、考精、考细。同时，全面压减督查、检查考
核事项，减少总量和频次，精简量在50%以上。
整合资源开展联合综合督查， 明确今年全县
督查检查考核事项压减至31个， 较往年减少
80%以上。

“少了‘走马观花’式检查、考核，大家工
作‘马力全开’，更有动力了。”在张家界禾田
居“溇中墟市”施工现场，三官寺土家族乡党
委书记告诉记者， 这段时间乡干部沉到项目
建设一线，听意见解难题，双双公路提质升级
项目已完工， 三官寺民俗风情街和台湾风情
小镇建设也进展迅速。

轻装上阵
———慈利县从严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寒露时节，金风玉露、红叶黄花，正
是秋色斑斓时。农历九月中旬左右，枫香
叶与乌桕叶便开始变换色彩。在湖南，乌
桕叶一般要比枫香叶变色早， 而且比枫
香叶颜色丰富。陆游诗称“乌桕赤于枫”，
至少在湖南是如此。

10月12日，长沙朝来寒雨、气温骤降。
秋雨湿冷，桂花的香气凝住了。水边有一丛
乌桕，叶子正从青绿往橙红渐变，小而薄的
菱形叶子，在风里颤抖，呼啦作响。

宋杨万里《秋山》 诗：“梧叶新黄柿叶
红，更兼乌桕与丹枫。”秋色之中，柿子果的
红是吉庆甜蜜的， 梧桐阔叶的枯黄是萧瑟
沧桑的，枫香叶的红，是高大夺目的，乌桕
的彩叶，小小的，薄薄的，细细密密，温婉轻
快，有种花朵般的明丽感。

秋天最出风头的当然是枫树， 在古诗
里，乌桕是比不过的。枫树与乌桕的习性不
同，枫生山中，耐寒而恶湿，生命力强，到处
都有，漫山遍野红叶如云。而乌桕生喜光喜
温，耐水耐湿，因此大多独木临水，而且树
叶小巧，更显清雅。

一般来说， 枫香树更高大， 红叶需仰
视，而乌桕树型要略微纤细，彩叶正好在我
们触目可及的高度，在园林中，两者配合，
高低错落，更好营造秋景。

水边多乌桕，山中多枫香，古人对植物
分类不太细致，有很多“江枫”的句子，将乌
桕认作枫香，也是有可能的。清代浙江萧山
人王端履在《重论文斋笔录》注云：“江南临
水多种乌桕，秋叶饱霜，鲜红可爱，诗人类指
为枫。不知枫生山中，性最恶湿，不能种之江
畔也。此诗‘江枫’二字，亦未免误认耳。”

关于乌桕的古诗，很多与水有关，比如
“江边石上乌桕树，一夜水长到梢头。”更早
的诗句，还有南朝乐府民歌中的“日暮伯劳
飞，风吹乌桕树”，写得美而寂寥。

落叶后的乌桕满树白色种子， 经冬不
落。 元人有诗云：“前村乌桕熟， 疑是早梅
花。”冬日乌桕，枝干清癯枯瘦，雪白桕籽着
在枝头，可以乱梅花之真。

在从前，乌桕籽是可以采了换钱的。乌
桕树其实是油料树种， 乌桕籽可以用来榨
油，制成肥皂、蜡纸、蜡烛、油漆、油墨等，还
可以加工成飞机、汽车用的高级润滑油。

时过境迁，随着石化工业的兴起，乌桕
籽没有人收购了，成了鸟儿的食物。农村田
埂地头的乌桕树也渐渐被砍伐， 如今再被
种植，多是在城市园林里被用作彩叶树，红
叶清影，点缀秋景。

【乌桕小名片】
乌桕是大戟科乌桕属的变色叶乔木，

在江南极为多见。《本草纲目》 里这样描述
它：“乌桕，乌喜食其子，因以名之。或云其
木老则根下黑烂成臼，故得此名。南方平泽
甚多。”乌桕是很好辨认的，它生着菱形的
叶子，在乔木中极为少见。

九月乌桕赤于枫

湖湘自然笔记

油葵花开
促增收
10月11日， 道县祥林

铺镇两河口村，油葵在落日
余晖的挥洒下竞相绽放，宛
若金色的海洋。近年，该县
结合美丽乡村建设，通过推
广“水稻+油葵+油菜”的
“稻油油”三熟制生产模式，
提高生产效益，发展乡村旅
游，促进农民增收。
蒋克青 陈旺胜 摄影报道

荨荨（紧接1版②）先进储能材料产业链引进了
电将军、博盛、五江高科等一批项目，博盛新
材第一卷锂电池隔膜已于今年5月下线，五
江高科感光干膜项目即将投产。先进陶瓷产
业链已登记注册企业近300家，和安盛电子、
安能电子等项目用时不到2个月便落地竣
工。

产业项目不会“不请自来”。今年来，娄底
市通过建立招商引资落地考核制、 项目成长
情况考核制、产业园区发展业绩考核制等，推
动项目快上、快进、快成。强力推进“只跑一

次”“五办五公开”， 实行产业项目全程帮代
办，企业登记37证合为1证，企业开办时间缩
短为1个工作日，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筑“巢”
引“凤”，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通过建
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科技孵化器等，助力引
进和培育新企业、新项目。建立资本金补充、
风险省市共担、 风险补偿的政策性融资担保
体系，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

一剂剂强效“营养剂”，为娄底市产业项
目发展“去死皮、生新肌”，注入强劲动力。今
年1至9月，娄底市共签约重大项目91个，合同

引资463.7亿元，其中“三类500强”项目6个，
总投资34.8亿元；1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完成投
资占年度投资任务的89.74％，排名全省第二。

“喜看产业蓬勃长，希望娄底产业发展态
势一年比一年强。”在10月10日下午举行的娄
底市产业项目建设观摩讲评推进会上， 娄底
市委书记李荐国说，稳增长、保稳定的压力依
旧很大，全市上下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始终
把项目建设装在心里、抓在手上，以产业发展
成果检验领导干部的初心使命， 以经济社会
发展的高质量体现主题教育的高质量。

荨荨（上接1版③）
此外， 这次奠基的衡阳润泽数智产业

创新城，总投资125亿元，一期投资34.06亿
元，占地1703亩，将建设分布式存储数据

中心、AR设备等智能产品生产基地、 衡阳
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基地等。 项目建
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交易额100亿元、
税收1.36亿元，解决2000人就业。

荨荨（紧接1版①） 他的许多成品成为传世之
作，被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
等展示、收藏。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感叹：“他
搞了许多重大的事情，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从
不张扬。如果换成有的人，能参与其中任何一
项，都可以‘吹嘘’一辈子。”

在中央美术学院建校100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给周令钊等8位老教授亲切回信，向他
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就做好美育工作、弘扬中
华美育精神提出殷切希望。收到回信，周令钊
说：“国家、人民养育了我一生，草木也会成为
有用之材。在我这棵树上的年轮，有过曲折，
有过艰辛，好在有坚强的生命力。对艺术的认

真、勤奋和严谨是我一生的习惯。我还要为美
化国家、美化人民生活继续工作。”

今年8月30日，《为新中国造型：周令钊先
生百岁艺术展》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
周老致辞时说：“8年前， 朋友们都祝我活过
100岁，我说一定努力完成任务。8年一闪就过
去了，好好过还能看看世界。现在的世界发展
很快， 两年就大变样，8年有得可观。 今年是
2019年，我已满100周岁，身体还可以，只是记
忆力差了。”

这次展览，以4大板块、300多件作品和大
量文献资料，全面呈现周老一心为祖国、为人
民进行艺术创作、从事艺术教育的成就。其中

政协会徽的设计稿、 中央美术学院国徽设计
小组的设计方案及人民币设计草稿等珍贵历
史档案资料和手稿，都是首次与公众见面。中
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曾这样评价周老：“一
位艺术家的人生经历、 艺术创造和文化贡献
能够历经百年， 并且穿越百年的时光来到今
天， 这是周令钊先生在现代中国美术发展中
独特的地位和光荣。”

今年国庆节期间， 百岁高龄的周老先生
从北京回到了故乡平江，走访参观，感觉家乡
变化很大，越来越新、越来越美。老人终日笑
盈盈。“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能和我
的祖国一起过大生日，感到十分幸运。”周令
钊说，“身处盛世，国家昌盛，人民幸福，我还
要继续工作。”

让我成为你的眼
10月13日，小志愿者与盲人学生共同挑战通用盲文摸读答题。当天，由省残联、省盲协

等单位举办的“触摸悦读，享受睛彩”2019湖南省国家通用盲文推广总结会暨阅读公益活
动在长沙市特殊教育学校举行，通过开展盲文趣味答题赛、经典美文双语共读、书写“心愿
便利贴”等活动，提升盲人群体学习和使用通用盲文的热情和能力。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沙兆华 摄影报道

“身处盛世，我还要继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