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邹晨莹 ）
2019年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行政管理工作研
讨会今天在长沙召开，主题聚焦“精细、规范、
高效：社科智库管理”。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是一项重大
而紧迫的任务， 行政管理工作是助推新型智
库建设的重要保障。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和
省委的部署，及时完善体制和机制，让行政管
理工作更加有效。 尤其是在推进新型智库高
质量发展过程中， 行政管理工作的改革创新
要先行一步，要顺应科研发展规律，深化组织
管理体制、研究体制、经费管理制度、成果评

价和应用转化机制、 国际交流合作机制等方
面的改革，提升行政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会议还就社科院的后勤财务管理精细
化、规范化、智能化，科研绩效管理与成果评
价体系创新， 新型智库供需对接与成果转化

机制， 人才引进培养管理机制等问题进行研
讨，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 湖南
省社会科学院承办， 全国33家地方社科院领
导、100余名代表参会。

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供保障

全国社会科学院系统
行政管理工作研讨会在长召开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曼斯

10月20日，记者告别城市，探访国歌
词作者、 戏剧家田汉的家乡———长沙县果
园镇。

青山在远方逶迤，眼前，稻田与青草沿着
小径，在一马平川的大地铺叠出层层色彩。

与稻香告别，再往前寻访，清灰砖瓦嵌入
画卷，咿呀唱腔婉转回荡，田园与人文就此相
逢。一身文化味儿的果园，如今身着田汉艺术
小镇的头面，演绎着一场精彩好戏。

踏歌寻故梦
生于果园，幼时田汉枕戏而眠。
每逢民俗节令，或是庙宇庆典，孩童

时期的田汉常随着大人， 赶上十里路程
去庙台看戏。田汉的“戏剧魂”，在这里燃
起火种。

10月20日，田汉文化园内，一出好戏
正在上演。

随着三声悦耳钟声敲响，帷幕拉开，身
着一袭长袍的田汉缓步而出， 观众仿佛穿
越时光隧道， 回到了上世纪初叶那个贫弱
动荡的年代。

剧里，初出茅庐的田汉，面对满目疮痍
的旧中国，未曾停下斗争的脚步。剧外，观
众的思绪随着故事的展开跌宕起伏。 当国
歌响起，一腔热血被激荡至沸腾；当一曲终
了，剧场被掌声与欢呼点燃！

92岁的陈老先生热泪纵横，他颤抖着
找到舞台剧《田汉眼中的中国》负责人，摘
帽深深鞠躬：“我做木偶戏大半辈子。 田汉
先生的故事，我听得多，学得多，演得多。没
想到在今天，还有人演这剧，演得比我们当
年还要好！”

自今年7月1日演出至今，《田汉眼中
的中国》已上演56场，场场满座。

人们未曾忘却田汉。百年来，那些振
聋发聩的吼唱、针砭时弊的戏剧、催人奋
进的故事，穿过青山田野，留存在小镇的
各个角落。

2018年，为纪念田汉诞辰120周年，果
园镇以田汉故居为依托，建起田汉文化园，
将零散浪花，集聚成记忆的河流。

在文化园，你可以瞻仰故居，白墙黛瓦
依旧是当年模样；你可以寻景采风，穹顶反
转、盘旋而上的清雅建筑极具艺术特色，墙
里墙外镶满艺术元素；你也可以捕捉灵感，
园内图书馆、陈列馆门扉大敞，文化园甚至

配备了会议室， 欢迎戏剧新星来一场头脑
风暴，等待下一个“戏剧魂”燃起火种。

趁兴奏新曲
秋雨初停，檐下啼鸟探出身子，自头顶

掠向远方。 一声啾鸣， 成了戏班子的开场
白。

唢呐声起，锣板紧随，而后，鼓声、檀
板、大筒等依序奏响，戏———开锣了！

“手拉风箱，呼呀呼地响。火炉烧得红
旺旺……”台上，田汉艺术团团长史润东双
眼一挑，搭起戏架子。唱完一句，他微侧身
位，让给搭档。

第二个来到舞台中央的，却未着脂粉，
一身常服。他轻松接腔，一首《补锅》韵味十
足。唱罢，台下一阵叫好。

“果园是个戏窝子，无论男女老少都能
哼上几句。搭了民俗戏曲展演的戏台子，大
家都爱一起唱。”史润东笑呵呵地告诉记
者，自从田汉艺术园里搭起戏台子，不少
当地、外地戏剧迷一到周末准点来看戏。
资深戏迷光看戏不过瘾， 还要上台来和
演员对戏。好在史润东是个“戏坛子”，湘
剧、花鼓戏、黄梅戏都能来上一段，一开口
就戏香扑鼻。

不过，再大的坛子也有不曾酿过的酒。今
年5月，戏台里来了一群“踢馆子”的新客人。

来人名叫杨二姐，湘西州人，家住长沙，
专程带着朋友来果园看戏。 她找到史润东：

“你们会苗鼓吗？”史润东难得地摇了头。
杨二姐露出笑容：“那我们来跳！”交

错舞步中，红绸纷飞，鼓声雷动，大受游
客欢迎。自此，杨二姐时常带着自己的苗
鼓艺术团来田汉文化园表演。老戏窝子，
酿出了新酒。

2018年，田汉文化园被评为长沙市文
化旅游新地标，目前已接待各方游客近80
万人次。

为了让戏剧文化后继有人， 果园镇办
起了“田汉小戏骨”培训班，连续3年培养戏
剧人才100多人。颇有所得的“小戏骨们”
也登上了果园镇各大舞台，收获众多粉丝。

田汉文化园、浔龙河生态艺术园、田汉
戏剧艺术街、 新明山河健康谷……随着更
多文旅项目的建设开放， 田汉艺术小镇初
步建成了文化特色鲜明、功能配套完善、旅
游产品丰富、 发展势头良好的文旅特色小
镇。2018年， 小镇共接待游客75.8万人次，
营业收入达1.05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刘刚贵 刘翼张

近年来， 安化黑茶在茶叶市场掀起一
股“黑旋风”。 中国茶业流通协会发布的
2019中国茶叶行业调查结果中，安化排名
2019中国茶业百强县第一，连续10年跻身
中国茶业百强县前10强。安化黑茶先后被
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 中国驰名商标等， 品牌估价达
32.99亿元。

10月28日，记者走进安化黑茶小镇一
探究竟。

从历史深处走来
“茶市斯为最，人烟两岸稠”。清光绪年

间，安化黄沙坪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也
是万里茶路的南方起点， 聚集了大大小小
50余家茶行，相关从业人员达4万多人。而
今，老街的尽头是2015年建成的中国黑茶
博物馆，秉厚重历史，传百年茶韵。

近10多年来， 安化黑茶基地建设、龙
头企业建设、市场建设、文化建设“四措并
举”，声名鹊起，由市场主体运作的黑茶小
镇应运而生。2017年9月，安化县政府引入
战略投资商， 计划5年时间投入百亿元资
金，做好“茶旅融合、产城融合、一二三产业
融合”，打造全国唯一的黑茶特色小镇。

“黑茶小镇的范围是‘一江四区，十里
画廊’，涵盖株溪口电站至东坪电站之间的
资江水域及两岸茶酉村、泥埠桥村、槎溪村
等8个行政村， 规划面积20.52平方公里。”
安化黑茶小镇项目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杨
海彪告诉记者，黑茶小镇按功能定位，在资
江两岸分为健康养生、创新融合、历史文化
和商业服务4大区域。

在历史文化区域， 与中国黑茶博物馆
隔江而望的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
司， 起源于1902年安化酉州兴隆茂茶行。
在茶香袅袅的厂里，3栋榫卯相连的松木茶
仓引人注目， 总建筑面积达3192平方米。
木仓百余年来从未停止过投茶、藏茶，其独
特的温湿环境富集了丰富而优质的微生物
菌群，使生产出来的黑茶“陈醇浓酽、木仓
菌香”。

此外，1950年原苏联专家设计修建的
锯齿形车间，历经近70年保存完好，成为

独特景观。 公司总经理王伟说：“这些老厂
房将打造成为黑茶文化博物馆， 专供游客
参观、展览和体验制茶工艺，实现茶旅融合
发展。”

传承创新向未来
以创新融合为特色的万隆片区， 是黑

茶小镇的核心区域。 走进湖南省高马山农
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生产“龙
凤配”巧克力型黑茶，改变了以前黑茶“傻
大粗”形象，方便消费者携带和饮用。

高马山农业公司每年生产加工黑毛茶
400吨， 是安化黑茶最大的黑毛茶加工企
业之一。 公司董事长黄庆祖的家在安化县
田庄乡高马二溪村。2017年， 黑茶小镇项
目启动后， 该公司从逼仄的高马山山沟里
搬到了这里，投资6000多万元建起了标准
化厂房。工厂的迁建，使黄庆祖这个制茶匠
人有了大显身手之地。

黄庆祖一直在琢磨， 怎样改良黑毛茶
生产工艺。在专家的指导下，他多次试验,
去年终获成功。通过摊凉隔空散热、加长杀
青机滚筒、四步揉捻和干燥脱水的方法，使
新茶在一次发酵中就变成了紧压所需的毛
茶，减少了传统的初发酵，省却了行业流行
的后发酵，节省了生产时间。黄庆祖当场泡
茶对比， 新茶较之以原工艺生产的两年陈
茶，汤色更清澈透亮、香气更浓郁扑鼻，口
感也更好。

黄庆祖的儿子黄艳松大学毕业后跟父
亲学制茶之余，开辟新的营销推广方式。他
创建了一个抖音账号，发布一些采茶、揉茶
视频，目前账号粉丝已超过4000人。

黑茶小镇现有黑茶加工企业22家，依
托科技创新不断延伸黑茶产业链。 农业产
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华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投资5000万元，建设的黑茶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今年7月投入使用，82名专业研
发人员自主开展黑茶产品研发和黑茶生产
全过程质量检测控制。

目前，安化黑茶小镇的万隆产业园、黑
茶文化广场和滨江景观带等7个子项目已
建成，完成投资26亿元。今年7月，黑茶小
镇获评我省首批农业特色小镇。 杨海彪介
绍,到2022年，黑茶小镇将吸纳就业人员3
万人以上， 年产黑茶10万吨、 接待游客
1000万人次、综合产值200亿元以上。

小镇大业

艺术小镇 好戏连台
———长沙县果园镇见闻

神韵安化 黑茶飘香
———安化黑茶小镇见闻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陈凯军）以省林科院为依托单位的“省部共建木
本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建设运行实
施方案， 今天在长沙通过科技部基础研究司会
同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论证会论证。

蒋剑春、印遇龙、邹学校三位院士及相关
专家组成专家论证组。省林科院党委副书记、
省部共建木本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李昌珠围绕实验室建设的定位、方向、任
务等，向专家组进行了汇报。

省林科院的生物柴油、 油茶科研水平全
国领先。专家组一致认为，建设省部共建木本
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有利于促进

木本油料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支撑湖南木本
油料千亿产业发展， 对于推动我国区域科技
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实验室针对
木本油料资源培育及利用过程中的关键科学
问题， 重点围绕木本油料高品质性状遗传机
制、木本油脂功能挖掘和定向转化、加工剩余
产物生物炼制及资源化等三个方向， 开展基

础和应用基础研究， 为木本油料产业发展提
供科技保障。该实验室定位准确，目标明确，
特色鲜明， 研究基础良好， 实施方案科学合
理，保障措施有力，一致同意通过论证。

省林业局副局长吴剑波表示， 省林业局将
把实验室建设作为全省林业科技创新的“一号
工程”，打造成为湖南林业的“金字招牌”。

打造湖南林业的“金字招牌”
“省部共建木本油料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方案通过

专家论证

河长巡查
河道洁美

10月31日， 嘉禾县石桥镇仙江村，
村级河长在巡河打捞垃圾。近年，该县
在舂陵河沿河的30余个村推行村级河
长巡河制，采用分段管理、轨迹记录的
形式，加强河道巡查，全面监控河面垃
圾、漂浮杂物、网箱养殖、船舶采砂等异
常情况，维护河道生态，确保水清景美。

黄春涛 彭东飞 摄影报道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夏建敏）“市领导全程代办，15个工作
日，20余项手续， 一站式全部办好。”10月23
日，说起项目进展，武冈市保税仓物流园和
现代种业产业园的谢庆元赞叹不已。“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武冈市
解决发展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教
育“破题”。

武冈市设县级市已经25年，如何真正实现
由县到市的跨越？ 如何破题高质量发展的痛
点、难点、堵点，顺应全市人民想发展、盼发展
的意愿，实实在在为老百姓解难题、办好事、做
实事？武冈市委市政府认为，努力推动产业发
展，带领全市人民脱贫致富，实现高质量发展，
是“破题”主题教育的最佳方式。

近年来， 该市定位湘西南中心城市，把
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主动对接、积极融入
建设沪昆高速百里工业走廊，以“决心不动

摇、工作不松劲、解决问题不懈怠”的作风和
干劲，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目前，全市88个
省、市重点建设项目在建，初步形成农副产
品加工、电子电器机械与器材制造、新型建
材等三大主导产业。

主题教育开展不久，武冈市委召开园区业
主座谈会， 开门纳谏听取投资人的意见建议，
全面梳理重点项目推进中的难点、 痛点和堵
点，全面推行“母亲式”服务和关税降费优惠政
策，对全市的产业发展项目实行县处级以上领
导全程代办政务服务。9月20日， 武冈市9个重
点项目集中开工，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向各重点
产业项目联系领导颁发政务服务全程代办证
书。目前，签约项目建设迅速。

近3年来，武冈市共引进投资项目70个，
投资总额200亿元。今年1至7月，武冈市累计
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40.1亿元，同比增
长10.6%。

湖南日报10月31日讯 （记者 宁奎）“有
困难，找党员。”10月30日，在张家界市武陵
源核心景区， 内蒙古游客蒋茜茜告诉记者，
这“六字经”是自己在武陵源旅游期间，总结
出来的“锦囊妙计”。在武陵源的几天内，她
分别就问行程、 问线路、 找小吃等问题，向
“党员义务服务点”求助，均得到热情帮助。

“党员义务服务点”是武陵源区文旅广
体局践行“初心、使命”，实行党员服务首问
责任制的新探索。全区设立15个党员义务服
务点， 并创建2个党建驿站、6个景区党代表
工作室， 还打造了袁谋文党代表工作室、刘
纹服务包等10余个旅游党建服务品牌，组织
1137名区直机关党员干部到景区景点报到，
分时、分批开展志愿服务，并发动2000多名
党员和导游加入景区红色宣讲队，把景点变
成红色教育“讲堂”。

该局还在各大景区设立党员示范路、责
任区、先锋窗，成立党员义务巡逻队，组织党
员开展文明劝导，构建了领导带头、党员带
动、群众参与的服务游客机制。开展服务全
域旅游“创三优”活动，以“有问必答、有难必
帮、有诉必果”为服务主题，提供旅游咨询、
开水供应、手机充电、应急救援等精细化、人
性化服务，仅今年国庆假期，全区党员志愿
者服务游客近10万人次。

与此同时，武陵源区文旅广体局领导班
子对照“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
总要求，把学习教育、调查研究、检视问题、
整改落实贯穿旅游服务全过程， 积极开展
“五同”活动，与游客同购票、同排队、同乘
车、同游景、同用餐，通过身份互换体验游客
感受、了解游客需求、感知旅游“痛点”，“问
诊”解决难题,受到广大游客好评。

� � � � 湖南日报10月31
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孟
河）10月31日， 在吉首
市金领国际小区一楼
房电梯前，居民张先生
对记者说：“幸亏安了
新电梯，不然我们老人
家得爬楼，很难！”今年
9月， 湖南铭三鼎企业
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集团”）接管了
该小区的物业管理。接
管时， 小区有3台电梯
无法使用，给232户489
名居民生活带来极大
不便， 业主意见很大。
集团党总支提出“主动
作为、为民解忧”，把解
决这个问题当作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的具体实践，
投入60万元，改造安装
了3台新电梯。

集团主营物业管
理、保安服务、酒店管
理等。目前，集团中层
以上管理人员中，党员
占40%。主题教育开展
以来，集团通过“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活动、
党支部书记讲专题党
课等形式， 每月开展3
次集中学习。利用“学
习强国”“红星云”等互
联网平台，党员干部随
时随地开展学习教育。
“坚持党的领导， 加强
支部建设 ,让我们尝到
了甜头。近两年 ,集团
经营业绩增长3倍。”集
团党总支书记、董事长
聂付军说。

集团现有党员示范岗18个、党员责任区
43个，广大党员组成志愿服务队 ,义务参与
社区巡逻430余人次， 参与社会公益活动
153人次。不久前,保靖县葫芦村官庄组发生
火灾后，党员职工第一时间捐款捐物支援灾
区。另外，集团还通过创建“党建+物业管理”
模式，走“红色物业”发展之路，把居民的满
意度作为检验成效的硬指标， 将“五进小
区”、垃圾分类、红色物业有机结合，投入30
余万元，建成集多功能会议室、党建文化墙、
党员阅览室于一体的“红色阵地”，实现企业
发展与党建互相促进,以实际成效检验主题
教育成果。

武冈：

用高质量发展
为主题教育“破题”

武陵源区文旅广体局：

创党建服务品牌
开展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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