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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蒋剑平

11月4日上午， 邵阳市副市长彭华松来
到邵阳市碳黑厂， 处理国企改制的遗留问
题。据邵阳市工信局的负责人介绍：“这是一
块难啃的硬骨头。” 彭华松经常到该企业现
场听民声、解难题，遗留问题彻底解决在望。

“领导就是攻坚克难的，特别
是解决最难的问题”

啃硬骨头 ,解决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彭
华松工作的日常。他常说：“领导就是攻坚克
难的，特别是解决最难的问题。”

日前， 省委组织部通报表彰了111名担
当作为优秀干部，彭华松名列其中。

2017年1月，46岁的彭华松从省科协调
任邵阳市副市长，分管邵阳市经开区、工业、
交通、公路、国资、质监等部门。

刚到任，彭华松到邵阳市经济发展的龙
头———邵阳市经开区调研，发现“园区不像
园区，政府不像政府”。原来园区体制机制陈
旧，缺乏自主权，项目市、区皆管，层层审批。
一些投资商反映，办手续跑了一两年还没办
下来。

震惊之余， 彭华松感到要优化营商环
境，园区改革势在必行。在市委、市政府主要
领导的支持下，邵阳市经开区开始大刀阔斧
改革。

改革特别是权力下放触及不少部门、单
位的利益，抵制的、反对的皆有之。彭华松坚
决执行市委、市政府的决定，敢唱“黑脸”，甚

至不惜和个别单位的头头脑脑们拍桌子。结
果，自启动改革后，不到2个月时间，232项管
理权限下放经开区，使邵阳市经开区成为全
省管理权限下放速度最快、一次性下放权限
最多、下放最彻底的园区。现在，在邵阳市经
开区政务服务中心，一站式办结，全程代办，
每个项目都有一个服务项目组，以前需一两
年办的事，现在一两天就能办结，营商环境
显著改善，并受到省内同行的点赞。

彭华松还为经开区所有企业家、园区管
理人员建了个微信群，企业家遇到任何问题
可以在群内反映， 他第一时间回应和处理，
绝不过夜。

招商选资进入新境界，优质
产业项目纷纷落地

园区改革以前，园区招商难，协议多，落
地的少；项目杂，好项目少。彭华松提出了

“精准招商”的新思路，围绕重点产业招商、
围绕产业链招商、围绕产业链上重点企业招
商、围绕邵商招商，且对环保不达标，亩产投
入、产出和纳税不合要求的企业不招，坚决
杜绝行圈地之实的假投资。

产业发展怎么走，也是一直困扰着经开
区的一大难题。彭华松觉得不能老围着农产
品加工、箱包、发制品等传统产业打转转，要
解放思想， 落后地区要敢于发展先进制造
业。邵阳市委、市政府对此形成共识，在经开
区强力推进先进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五金
轻工三大产业，启动中国（邵阳）特种玻璃
谷、三一智能灯塔工厂、桑德新材料、电子信

息产业园、东盟产业园、新经济产业园等项
目的建设。目前，技术在世界领先的中国（邵
阳） 特种玻璃谷已经有10余家企业落户，三
一专汽今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

经过3年的发展， 邵阳市经开区进入招
商选资的新境界， 优质产业项目纷纷落地，
成为大湘西地区排名第一的经开区。 今年7
月， 全省产业发展现场观摩会在邵阳召开,
引来各方人士前来取经。

“绝对落实”，是他写在笔记本
扉页上的座右铭

有利邵阳经济发展的大难题敢解决，对
事关民生的小问题，彭华松也不放过。“绝对
落实”，是他写在笔记本扉页上的座右铭。

彭华松刚来邵阳不久， 市民反映公交车
破旧、出租车管理混乱。他独自挤公交、打的
士,甚至坐黑车，和司机、乘客交谈，掌握了大
量真实情况。一个星期内，交通部门对出租车
市场乱象进行整顿。接着，市政府投入巨资，
对公交车进行全面更新。目前，全市新能源公
交车达673台,实现了“清洁公交”全覆盖，彻底
扭转了公共交通在市民心中的落后现象。

邵阳多山地、丘陵，也是我省贫困县最
多的市。彭华松上任后，把交通扶贫作为脱
贫攻坚的基础性工程来抓，主导出台全市完
成自然村通水泥路实施方案。到目前，全市
完成自然村通水泥路3219公里， 窄改宽
3622公里，其中2018年完成2802公里，居全
省前列。2018年， 邵阳市被评为省重点民生
实事农村公路建设优胜单位。

湖南日报评论员

在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深入推进之际， 省委组织部近日通报表彰
了111名担当作为优秀干部，《湖南日报》今日
起开设《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优
秀干部》专栏，释放出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强
烈信号： 让广大党员干部在对标先进中找出
自身差距，看到“成长空间”，在自我解剖、自
我省视、自我对标中践行初心、不辱使命。

近年来，从中央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到
我省通报的一些典型案例中，都能找到这几
类人的身影：有的“眼皮朝上”，推动工作只
看花和朵 ，不管瓜和果 ；有的抱着 “旁观心
态”，认为“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
将大好的发展时机盘成一盆“黄花菜”；有的
缺少“舍我精神”，只许砸别人的碗，不准动
自己的奶酪……事实上，责任和担子摆在那
里，不会跑也不会少，如果只想当官不想干
事、只想揽权不想担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
怎配人民公仆的身份？

“软肩膀挑不起硬担子”。接一接“烫手
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在应对难事
急事中增长历练，是党员干部成长的必由之
路。简政放权说来容易做来难，邵阳市副市
长彭华松敢唱 “黑脸”， 不到2个月时间，将
232项管理权限下放经开区， 使之成为全省
管理权限下放速度最快、一次性下放权限最
多、下放最彻底的园区；湖南师大附中党委
副书记彭荣宏以只争朝夕的态度投身援疆
事业，尽管绩效工作复杂繁琐，然而面对被
老师们提了265条反馈意见的改革方案，他
仅一个月就拿出修改意见，且让大会表决一
致通过。三湘大地上，这些优秀干部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 在改革创新前沿奋楫争
先，在脱贫攻坚战场上闯关夺隘，在基层治
理第一线躬身践履。

金杯银杯， 不如百姓的口碑。“始终同人
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让人们不禁对担当
作为的体悟又加深了一层。 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林学院教授王森的行程总是安排得满满当
当，这边得为农户家的果树“把脉问诊”，那边

得为贫困户“传经送宝”，手把手传授果树种
植技术，换来了农民兄弟鼓鼓的钱袋子。杨兴
高调任开福区浏阳河街道党工委书记的第一
天，就被拆迁群体代表堵在了办公室门口，从
带着情绪的针锋相对到心平气和的就事论
事，他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所以说的话
群众愿意听、作出的决策得到支持拥护。这些
优秀干部的共同特质， 就是把群众的事当作
自己的事、把人民的满意作为最大的满意。

闻鼙鼓而思良将。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精神，以湖南高质量发展和良好治
理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贡
献；确保全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完成全年
预期目标任务；紧盯“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
题， 以决战决胜之势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
哪项工作都不在“舒适区”，哪个岗位都不是
“避风港”， 无一不是越往后越难打的硬仗。
打造一支对党忠诚、 担当作为的干部队伍，
锻造更多可负重、能奉献的“铁肩膀”，激扬
以天下为己任、 以人民为信念的拳拳情怀，
才能不断催生湖南高质量发展新气象。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孙靖） 我省规模工业盈利能力稳
定。今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前三季
度， 全省规模工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4.1%，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9
个大类行业已经连续9个月实现全部盈利。

从利润贡献来看，全省规模工业有20
个大类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其中有色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烟草
制品业利润增长最为显著， 分别同比增长
近1倍、64.9%、22.5%， 共拉动全省规模工
业利润增长9.7个百分点，显示出传统优势
制造业在我省工业中仍有举足轻重的影
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我省规模工
业利润增速呈现逐月走低态势。 前三季度

利润增速分别比一季度、 上半年回落9.6
个、5.1个百分点。省统计局分析指出，这主
要受部分重点行业利润下降影响，1至9月
全省汽车制造业利润同比下降93.9%，拉
低规模工业利润增速2.9个百分点；黑色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利润同比下降
34.6%， 拉低规模工业利润增速2.5个百分
点。

从不同类型企业盈利能力来看， 前三
季度， 我省大中小型企业均实现利润不同
程度增长 ， 微型企业利润则同比下降
50.4%。微型企业盈利水平走低，或将影响
大众创业的信心和投资意愿， 当前迫切需
要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 鼓励和引导企业
实施技术改造，增强竞争优势，提振创业信
心。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曹娴）省
生态环境厅今日发布的全省环境质量状况
显示，9月，我省空气优良天数下滑明显，地
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全国空气质量显示，9月份不少地区污
染反弹，我省也不例外。9月，全省14个市
州城市的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59.3%，同
比下降37.9%。其中主要为轻度污染，占比
39.5%； 无重度及以上污染。 从数据看，
PM2.5、PM10这两种污染物增幅较大，月
均浓度分别同比上升37%、29.2%。 长株潭
区域的空气质量差于全省平均水平，3市的
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33.3%，同比下降近6
成。

9月，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相对较
差的后3位城市（从第14名到第12名）依次
是：株洲市、邵阳市（株洲市、邵阳市并列第
13名）、长沙市；前3位城市（从第1名到第3

名）依次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
界市、永州市。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9月，345
个监测评价断面中， 达标的Ⅰ～Ⅲ类水质
断面329个，占95.4%；Ⅳ类水质断面12个，
Ⅴ类水质断面3个，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郴
州马家坪电站大坝）。 与上年同期相比，
Ⅰ～Ⅲ类水质比例增加2%，Ⅳ类和劣Ⅴ类
水质比例均有减少。

9月， 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
饮用水水源地中，28个水源水质达标，1个
水源（娄底大科石埠坝断面的锑）超标。60
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52个断面达到
年度考核目标，未达到考核目标的断面同比
减少8个，无劣Ⅴ类水质断面。洞庭湖湖体断
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 营养状态为中营
养，与上年同期相比，湖区总磷平均浓度由
0.065毫克/升上升为0.070毫克/升。

� � � � 11月4日， 易地搬迁户
走在整洁的凤凰县禾库安置
区内。 禾库安置区是湖南省
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
区，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942
户4778人，安置区还配套建
设幼儿园、 卫生院、 服务中
心、 文化广场、 停车场等设
施。 后续扶持产业方面按照
“农民变工人、 村民变居民”
的思路，同步配套建设2万平
方米的易扶搬迁产业孵化园
和3800平方米的“扶贫车
间”，就近提供就业岗位。

石林荣 摄

易地扶贫搬迁
开启新生活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攻坚克难显担当
———记邵阳市副市长彭华松

敢担当善作为，一寸丹心向日明

前三季度利润总额同比增长4.1%

我省规模工业连续9个月
实现行业全面盈利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杨红伟）省交通运输厅今日发布消
息称，今年前10月，我省完成自然村通水
泥（沥青）路1.6万公里建设，提质改造农村
公路5100公里，已提前超额完成今年省政
府工作报告中确定的目标。明年，全省自然
村将全面实现“组组通”水泥（沥青）路。

今年初，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12
件重点民生实事任务目标。 其中交通领域
目标任务为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1.5万
公里、提质改造农村公路5000公里。

自2017年以来， 我省启动25户100人
以上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建设任务，计
划在全省3.6万个自然村完成通水泥（沥

青）路建设，总里程4.37万公里。截至10月
底，全省已累计完成3.7万公里建设。

近3年， 我省交通投资向贫困地区倾
斜，支持建设“特色致富路”，解决旅游公路
“最后一公里”， 将民族地区全部纳入交通
扶贫支持范围。3年来，全省51个贫困县累
计完成交通投资789亿元， 占全省交通总
投资的43%。

目前， 我省公路总里程超24万公里，
其中农村公路20.2万公里；全省所有乡镇和
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水泥（沥青）路。明年，
全省3.6万个自然村通水泥（沥青）路后，每
个自然村均将有1条公路与相邻自然村或上
一级公路连通，全省公路网络将更加完善。

我省今年新增自然村
通水泥（沥青）路1.6万公里

重点民生实事交通目标提前完成

� � � �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记者 黄柳英 严万
达 通讯员 由甲）11月3日， 永州市商务局透
露，前三季度，省商务厅认定永州市引进500
强产业项目16个、总投资286.2亿元、完成省定
引进产业项目年度任务的320%，引进产业项
目完成进度列全省各市州第1位, 引进个数和
总投资额分列第2位和第3位。

今年以来，永州市盯紧看牢三类500强名
单企业，开展精准招商、重点招商，力求在省
产业项目建设年年度考评中争先创优。 该市
抓紧落实“对接粤港澳融入大湾区活动”和
“永州市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推进会”各
项成果， 重点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等发达地
区园区、商会、企业对接，面向500强企业开展

好系列招商活动。
前三季度，永州市共引进重大项目（投

资2亿元人民币或者3000万美元以上）115
个，总投资1130.76亿元。其中 ,引进签订正
式合同的500强企业项目22个，比去年同期
增加3个 , 完成市定全年目标任务的110%，
总投资452.1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加315亿
元。这些项目中，世界500强企业投资项目8
个，中国500强企业投资项目9个，中国民营
500强企业投资项目5个，其中过100亿元的
项目2个。

前三季度
永州引进500强产业项目进度全省第一

湖南日报11月4日讯 （记者 黄利飞）
湖南证监局近日披露2019年10月湖南省
拟上市公司报备情况，截至目前，湖南拟上
市企业达31家。其中，1家已发行待上市；1
家已过会待注册；9家已经提交申报材料，
处于“在审”状态；1家科创板待申报；19家
处于辅导期。

10月份，湘企IPO进程加速。力合科技
是目前上市进程排名最靠前的待上市新
股， 公司10月24日完成了新股申购、10月
30日发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其本次发行以
50.64元/股的发行价格， 公开发行股票总
数量2000万股 ， 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
10.13亿元。

威胜信息申报科创板上市已成功过
会，目前公司处于“提交注册”状态，年内大
概率完成科创板挂牌上市。 湖南还有南新
制药、 松井新材、 金博碳素正在冲刺科创
板， 其中南新制药和金博碳素处于“已问
询”状态，松井新材为“已受理”状态。

上市辅导湘企队伍中， 新增了恒光股
份、中惠旅两家企业。恒光股份是一家较为
典型的化工企业，2019年上半年营收3.01
亿元、净利润5800万元。中惠旅是一家专
业景区管理公司，通过托管或收购的方式，
目前管理运营着长沙石燕湖、 浏阳古风洞
等28家景区；2019年上半年， 公司营业收
入9300万元，净利润942万元。

湘企“冲刺”资本市场提速
力合科技已发行待上市，威胜信息已过会待注册

9月空气质量下滑水质总体为优

江豚嬉戏
11月1日上午，长江岳阳段，三只江豚在波涛浪尖上嬉戏。在整个长江江豚数量衰退的背

景下，能够见到三只江豚一起嬉戏，实属难得。 湖南日报记者 张京明 李健 摄影报道

■编者按
近日，省委组织部通报表彰了111名担当作为的优秀干部。他们践行初心、牢记使命，奋勇担当、开拓进取，不断蓄积敢为人先、勇立

潮头的闯劲，领头奔跑、冲锋陷阵的拼劲，砥砺奋进、百折不挠的韧劲，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精一行、管一行像一行。
从今天起，湖南日报推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当作为优秀干部》专栏，展示新时代我省优秀干部勇于担当、奋发作为的魅力

风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对标先进，立足本职，矢志奉献，奋勇争先。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