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刘勇）秋冬
季节，我国南方柑橘和北方苹果都大量上市。
今天在长沙开幕的第五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
（简称“果品大会”）现场，来自北方的优质苹
果推介会接二连三，叫响全场。

陕西省延安市洛川县， 以县委书记带头
唱歌的视频主推“洛川苹果”。来自甘肃省的客
商连续举行了两场推介会， 第一场是天水市甘
谷县主推“花牛苹果”，第二场是平凉市静宁县

的“静宁苹果”产销对接会。优良的生长环境、优
质的选育品种、绿色的栽培技术、便捷的电商配
送，成为大家不约而同的主打“卖点”。

展出的苹果又红又大， 市民朋友忙着品
尝，“甜、脆、香、鲜”四个字是最高频的评价。
红星全球农批中心、 步步高集团等专业采购
商代表最关心的是，从北方批量发货过来，走
高速公路还是铁路运输更便利， 如何持续满
足湖南消费者的旺盛购买需求。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黄婷婷
张尚武）湖南推进园艺作物“三品”提升行动
喜见成效，通过品种改良、品质改进、品牌创
建，“湘字号”佳果飘香果品大会。

今天上午，第五届中国果业品牌大会（简
称“果品大会”）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
幕。正值柑橘上市旺季，湖南参展的水果以柑
橘为主，湘南脐橙、黔阳冰糖橙、红肉蜜柚、江
永香柚、东江湖蜜橘成为展会“明星”，深受市
民追捧。

农业大省湖南， 水果产业是优势特色产
业。全省水果面积逾800万亩，年产量600万
吨，均居全国前十位。湖南地处全国优势柑橘
产业带，形成了以湘西南甜橙、雪峰山脉温州
蜜柑、武陵山脉椪柑为主的特色优势产区，全
省橘园面积570万亩，年产柑橘500余万吨。

今天的展会上，麻阳、永兴、石门等省内
水果主产县均组团参展， 新鲜上市的品牌柑

橘，顿时成为“抢手货”。麻阳三农兄弟林业开
发有限公司展位前围满了试吃的市民， 公司
销售经理满莉琳说，“锦蜜”冰糖橙口感沁甜，
落口消融，两小时便卖了几十箱。永兴县高泽
生态农业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 今年气温偏
高，导致永兴冰糖橙的产量比往年减少20%，
但口感更甜风味更好。

崀山脐橙、山下红柑橘、芷江禾平橙……
湖南惠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展
会期间，公司将依托惠农网，向长沙市民推销
多种柑橘类水果，帮助果农增收。

省供销社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几年，湖南
通过高接换种和老园重植，对品种退化、老化
的果园进行改造升级， 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
优良柑橘和时鲜水果新品种，“湘字号” 水果
风味纯正；各水果主产区推进设施果园建设，
推广标准化生产，开展绿色有机认证，以高品
质水果满足市民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三品”提升行动见成效

湖南佳果飘香果品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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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私无畏勇担当
———记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刘飞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谢莹莹）为进一步
促进精准扶贫政策措施落实， 规范
扶贫和惠农补贴资金管理使用，我
省启动2019年度扶贫专项及“一卡
通”惠农补贴资金审计。这是今天省
审计厅发布的消息。

据了解，今年扶贫专项及“一卡
通”惠农补贴资金审计对象为茶陵、
绥宁、武冈、汝城、芷江、辰溪、凤凰、
泸溪8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审计工作重点明确，突出“三个
聚焦”：一是聚焦“精准”，突出“两不
愁、三保障”重点任务，关注饮水安
全保障、教育扶贫、健康扶贫、住房
安全保障等政策执行情况； 二是聚
焦“安全”，关注资金统筹整合、资金
管理和使用情况， 严肃查处骗取套
取、截留挪用、贪污侵占、挥霍浪费、

化公为私、 优亲厚友以及侵害贫困
群众利益等违纪违法问题； 三是聚
焦“绩效”，关注资金和项目绩效发
挥情况， 以及政策落实过程中出现
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大对脱贫攻坚
领域形式主义、 官僚主义问题的揭
示力度。

“审计时间紧、涉及面广、专业
性强，任务非常重。”省审计厅厅长
胡章胜表示， 此次扶贫专项审计将
充分运用大数据， 所有审计组均配
备计算机审计人员， 做到计算机审
计人员和技术全覆盖， 并加强跨部
门、跨行业数据关联分析，运用大数
据核查问题、判断评价、宏观分析，
以提升审计效率。

目前，全省8个审计组共计80余
名审计人员已进驻审计现场， 计划
于12月底结束现场审计。

我省启动年度扶贫审计
审计聚焦“精准”“安全”“绩效”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张尚武

身为湖南财信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财信金控”）党委副书记，刘飞看
到企业偏离主业陷入困境时，多次向前任一
把手提意见，面红耳赤据理力争；分管人力
资源，他铁腕奖优罚劣治庸，不惧威胁；对待
打招呼说情“六亲不认”。

作为集团深化改革最坚定的执行者，刘
飞坦言，班子团结、班长支持，忠诚干净、自
身过硬，是自己敢于担当作为的根基。

蹚深水区、啃硬骨头，以党的建设引领
思想观念之变，以选人用人、薪酬及管控体
系改革为抓手，财信金控近年夯实“四梁八
柱”，回归金融主业，气象为之一新。

这份来之不易的成绩，正是源于以刘飞
为代表的财信金控一帮人的担当付出。

把人用好：能上能下各尽其才

“治企之要，首在用人。”刘飞说，如果一
家国企没有高素质的人才梯队做支撑，如何
能高质量发展？

人事改革伊始，刘飞分管的一位部门负
责人不作为，直接被免职。经其力荐，生于
1988年的王和出任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
成为推进薪酬改革的干将。

刘京韬曾在财信金控旗下南华生物担
任部门负责人。刘飞同他一次谈话后，改变
了他离职的决定。这位名校毕业、满腹才华
的“80后”，几经转岗，如今担任集团战略与
投资部总经理。

善于发现人才，努力用好人才。在刘飞
的倡导下，集团坚持“激励相容，循环改善，
用当其时，尽显其才”“党管干部和市场化选
聘人才相结合”的原则推行改革，财信金控
人才生态明显改善。

2017年3月以来， 财信金控累计提拔任
用干部35人次，干部交流41人次。其中，提拔
重用高学历、有海外学习工作背景、多岗位
锻炼的“80后”优秀年轻干部达到30人次。
用人能上能下，对考核不合格的近40名集团
党委管理干部， 采取向下安排或直接“下
课”。

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财信金控旗下财
富证券、吉祥人寿、湖南资产管理、德盛期
货、南华生物等公司的一批高管，面向市场
招聘或引进，按照市场规律实行经营目标契

约式管理。
提倡公平正义，力破论资排辈。“让想干

事、能干事、干成事的员工有机会有舞台，让
‘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新常态。”刘
飞认为，这是对员工队伍最有效、最直接的
鞭策。

刘飞的亲侄女和侄女婿海外留学回
湘，希望进入财信金控工作，刘飞毅然拒
绝。亲人、朋友、领导的子女前来求职，均
被他挡在门外 。在他看来，唯有如此“无
情”，才能把衡量担当作为的标尺亮出来，
把重实干重实绩的导向旗帜鲜明地树起
来。

把分配搞对:薪酬打通“堰塞湖”

如何改革薪酬，激发活力？这是又一个
巨大挑战。

刘飞记得一次调研：集团旗下吉祥人寿
前两年巨亏， 但高管年薪依然达到数百万
元。如此高薪，依据何在？刘飞倍感震惊。

更有甚者，一些性质相同且职责相同的
岗位，薪酬天壤之别。如，集团副总经理的薪
酬远低于某些子公司分管同类业务的副总
经理的薪酬，子公司办公室主任的薪酬是集
团办公室主任薪酬的3-5倍。

集团管控缺失，直接导致薪酬体系“千
奇百怪”。

刘飞坐不住了。 在集团党委的领导下，
他决心“挂帅出征”打一场攻坚战。

“奖优罚劣治庸、能高能低、能多能少。”
财信金控2017年推出改革方案，以此作为薪
酬改革的总导向，力推“三统一、三倾斜、三
挂钩”。

全集团实行统一的薪酬结构， 统一
的薪酬机制，统一的中后台（为业务拓展
提供支持的部门）薪酬标准；向基层一线
创造业绩价值的人员倾斜、 向专业技术
人才倾斜、 向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团队
倾斜；薪酬与市场挂钩 、与业绩挂钩 、与
风险挂钩。

改革后，湖南信托、财富证券、吉祥人寿
非市场化或选择非市场化考核的高管普遍
降薪幅度超过60%， 最高降薪幅度达到
70%。基层员工薪酬普遍增幅15%，部分优
秀者增幅最高达110%。

面对一些降薪50%以上子公司班子成
员的诘问、争吵，刘飞冲在前面，寸步不让，

坚决不上交矛盾。
“薪改之难，如同置身火山之中。”改革

紧要处，刘飞连续多个夜晚焦虑难眠。
“薪酬改革者并非谋求个人利益，而是

着眼于集团长远良性发展。” 财信金控党委
办主任杨光感慨地说，正缘于此，改革得到
大家坚定支持。

薪酬管理上的“堰塞湖”终于打通了，员
工干事创业的热情持续增强。

把方向选准：精干主业精济实业

方向正确，努力才有价值。刘飞认为，一
家省级国有金融控股集团，如果偏离金融主
业，是非常危险的。

2017年以来，财信金控在以胡贺波为
党委书记、董事长的新团队带领下，大力
清理历史遗留问题， 扎实推进结构性改
革，确立“精干主业，精济实业，精耕湖南”
发展方略。奋战在改革一线的刘飞，凝聚
各方力量，集中所有资源，坚决落实集团
发展方略。

从红土航空、彩虹邵阳特种玻璃，到恩
新能源互联网卡车……一批重大招商引资
项目，财信金控注入“金融活水”。

投入资金27.89亿元，对楚天科技、克明
面业、唐人神、湘油泵、金杯电工、亚光科技、
步步高等遇到资金困难的上市公司，实施市
场化救助。

运用金融工具推进实施中小微企业挂
牌融资和“农村百千万工程”， 助力乡村振
兴；利用金融科技打造供应链金融，降低涉
农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财信金控步伐愈发坚定， 结构性改革、
业务转型成效显现。截至9月底，集团已经实
现净利润7.14亿元；预计全年为全省实体经
济融资规模超过1000亿元。

“如果只喊喊口号走走过场，改革就
很难有成效。”刘飞说，改革中他可能得罪
了一些同志。但在集团党委带领下，政治
生态向好，企业发展壮大，他心里踏实，无
愧无悔。

北方优质苹果叫响果品大会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11月22日，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选购水果。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南日报11月22日讯（记者 黄晗 通讯员
吴庠 彭团）今天，由省文明办主办的2019年
第三季度“湖南好人榜”发布仪式在岳阳华容
县举行。86人（组）群众身边好人上榜“湖南好
人”，12人上榜“湖南好人·每周一星”，15人
（组）当选“中国好人”。

发布仪式中，一张张朴素的照片，一个个
普通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怀化“赤脚医生”
谢庭忠，扎根乡村行医30载，逝后捐器官再救3
人，用爱诠释医者仁心；长沙银发志愿者陈秋
娥，每周去湘雅医院导诊，帮助患者和家属节

约就诊时间；衡阳80后村支书伍明，不顾个人
安危，洪水中带头勇救7人，用行动彰显共产党
员的赤诚本色……上榜的86人（组）“湖南好
人”经各市州及湖南省文明委成员单位层层推
荐、网上投票、群众评议和专家评审产生。据省
文明办统计，“湖南好人”2019年7至9月评选共
收到群众评议点赞达123.8万人次。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中国好人”“湖南好
人”交流活动，通过现场访谈、视频短片、文艺
节目等形式，全方位展现了“中国好人”“湖南
好人”朴素而感人的故事。

2019年第三季度“湖南好人榜”发布
86人（组）群众身边好人入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