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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谢正奖

“国企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面对困难，只有
勇于担当，才能有勇气、有动力去克服遇到的
各种问题。 ”11月23日，金杰与记者谈起这些
年公司的改革发展，感慨万千。

作为湖南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简
称“湖南国资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金杰坦言，这些年自己就像一个铆足
了劲的陀螺，转个不停。

2015年4月，服务我省政企分开政资分开
的湖南国资公司成立，作为湖南国企改革试验
田，陆续接收了来自全省各个厅局移交的国有
企业41户。 这些企业大多底子薄、基础差，人
员包袱重，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

动真碰硬推改革、创新思维抓党建……作
为最年轻的公司党委班子成员，80后金杰发
挥“勇挑千斤担，敢啃硬骨头”的精神，成为公
司改革急先锋。

勇于担当，破解改革发展难题
40多家“散、小、差”企业合在一起，怎么

办？
湖南国资公司党委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

决定：整合重组。
谁来打响第一枪？ 金杰站了出来。
2016年8月，他接下了公司成立以来首次

重组整合任务，牵头负责湖南道路运输公司与
省运管局招待所吸收合并。

整合重组，说起来容易，一动就牵涉到方
方面面，搞得不好就后患无穷。

路怎么走？金杰走进职工、走进困难群体，
访问题、访对策，转变作风、转换思路。 通过深
入调研摸清底数，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坚定改革
方向，坚决维护职工合法权益。 4个月内，平稳

完成人财物整合，精简部门5个，整合效益持
续显化， 企业连续2年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200%，为后续企业整合重组提供了样本。

落一子而满盘活。 湖南国资公司通过优
化布局、 结构调整等一系列改革推动重组整
合，将直接管理企业数量压减至17户，人财物
集中盘活，费用支出有效精简，实现主业归核、
资产归集、产业归位，利润总额从亏损数千万
元到今年有望盈利突破8000万元。

正是凭着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2018年
底，金杰带领工作团队顶住巨大压力，克服各
种干扰， 成功收回湖南新轻联公司的国有股
权，并兼任公司董事长。他一手抓减员增效，一
手抓资产盘活，今年预计可实现盈利，一举扭
转了国有资产流失和公司长年亏损的局面。

创新思维，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

由于历史原因，湖南国资公司接收的部分
企业班子建设长期“放养”，党建无人抓无人
管，有的企业经营处于停滞状态。

困局怎么破？ 得找准病灶、综合施策。
“成立公司不是简单的组合，必须用党建

引领，文化融合，让原来不同企业员工融合在
湖南国资公司这个旗帜下，使大家在思想上同
心同德、在目标上同心同向、在行动上同向同
行。 ”金杰提出“用经济思维抓党建”的思路，
实施党建名片工程、先锋工程、达标工程和帮
扶工程，创造性将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推动企业党的建设与改革发展同频共振、相互
促进。

2017年， 湖南国资公司整合旗下15户主
业停滞、主要收入来源为物业租赁的企业，成
立湖南国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同步设立企业
党委，把支部建立在项目上，党员带头推改革、

促发展，企业迅速扭转亏损局面。
如今，湖南国资公司所有二级单位均成立

了党委或党支部，配齐了党委(支部)书记，确
保了党建工作紧贴生产经营实际，将党建工作
转化为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优势。

动真碰硬，强力推进三项制度改革
湖南国资公司组建初期，公司制度建设一

片空白。
在公司党委的领导下，金杰带领办公室的

同志制定了30多项管理制度，搭建起公司“四
梁八柱”制度体系，并逐步建立了“靠制度管
人、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的长效机制。

一些省直厅局的下属企业，等靠要思想严
重，分配上也是“吃大锅饭”。

“等靠要只能坐吃山空，唯有改革才有出
路。 ”作为分管人事的副总经理，金杰顶着压
力，强力推进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
倡导“凭本事吃饭、靠业绩取酬、用能力竞岗”
的用人导向，基本形成了干部“能上能下”、人
员“能进能出”、工资“能增能减”的激励机制。
截至今年10月底， 全公司系统精简领导职数
37人、职能部门67个，绩效工资占比达40%，免
职降级4人。

在考核上，金杰敢于唱红脸，坚持“一把
尺子量到底”。 近2年，有7户企业考核评为C
级及以下，公司把业绩考核与企业负责人薪
酬、任免直接挂钩，及时调整20余户企业领
导班子，用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坚决铲
除了“大锅饭”“等靠要”思想，激活了改革

“一盘棋”。
“在金杰身上有一种自找差距、自我加压

的进取精神，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是一个充满激情、担当作为的勇将。”湖南国资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选祥如是评价。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通讯员 萧单丹

他原本可以在城里过着舒适的生活，
却三次请缨去偏远农村驻村帮扶， 先后帮
扶三个贫困村增收脱贫。

他叫熊庆发，今年55岁，是国网湘西供
电公司职工、 驻永顺县对山乡新龙村帮扶
工作队队员。

笑容满面，皮肤黝黑，言语朴实。 11月
20日，记者在新龙村见到熊庆发时，他正
在贫困户家里走访。得知记者来意后，他搓
着手，不好意思地说：“这事，最好去问问贫
困户。 ”

首次出征———打通致富路
“熊庆发，那是我们的恩人。 ”11月21

日， 在花垣县大龙洞乡牛角村， 提起熊庆
发，村民们交口称赞。

2001年，国网湘西供电公司要选派一
名员工到花垣县大龙洞乡牛角村参与扶
贫，熊庆发主动请缨。

“他说当过兵，能吃苦。”时任国网湘西
供电公司负责人段阳回忆， 熊庆发请缨的
理由简单实在。

牛角村四面环山，只有一条“挂”在悬
崖峭壁间的羊肠小道与外界联通， 村民出
行很不方便。

要致富先修路。来到牛角村，熊庆发决
定先修通通村公路， 解决村民们出行难问
题。 他筹集到40万元修路资金，动员村民
们义务出工，加入修路队伍。

偏僻的牛角村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施工
场面：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忙完农活，就自
发来到工地；老人、小孩也过来帮忙，送水、
搬砖……

历时半年，一条5米宽、1.6公里长的通
村公路正式完工。

完工当天，平静的村庄沸腾了。村民们
全部聚集在一起，大碗喝酒，围着篝火载歌
载舞。“感谢恩人，牛角村看到了希望。 ”很
多村民紧紧地握住熊庆发的手，泪流满面。

11月21日，记者来到牛角村，当时的
通村公路已拓宽成了双向两车道的乡村大
道。 牛角村已脱贫出列，但提起熊庆发，村
民们仍然念念不忘。

再次出征———种下“摇钱树”
2008年，国网湘西供电公司决定帮扶保

靖县夯沙乡夯吉村。 熊庆发再次请缨。 他这
次请缨的理由更加简单：“我有扶贫经验。 ”

夯吉村群山环抱， 风景秀丽， 适合种
茶，位于保靖县黄金茶主产区。村民们也一
直有种茶的传统，但由于加工方式粗放，没
有品牌意识，一直没有产生效益。

“当时，茶叶100元钱一公斤，都没人
要。 ” 村民石兰英说，以前村里大约有500

亩茶园，因看不到效益，多数茶园长满了杂
草，成了无人踏足的荒山。

在走访调研中，熊庆发发现，与夯吉村
相隔不远的黄金村因为引进了先进的加工
工艺，打出了“黄金茶”的品牌效益，生产的
茶叶俏得很。

同为保靖黄金茶主产区， 应该可以借
鉴黄金村的经验做法。 熊庆发带领村民去
黄金村考察，学习其先进的加工工艺；跟相
关部门协调， 让夯吉村共享保靖黄金茶品
牌。

一系列措施， 让夯吉村的茶园起死回
生，荒芜了很久的茶园又开始热闹起来。短
短几年时间， 夯吉村的茶园面积由之前的
500余亩扩大到3200余亩。

“当初，熊队长带领我们种下的茶树，
如今成了‘摇钱树’。 ”11月20日，村民石兰
英告诉记者， 种茶让夯吉村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村民因种茶人均年增收超4000
元。

第三次出征———修建“连心桥”
精准扶贫的号角吹响后， 熊庆发第三

次请缨。
2014年，他来到永顺县对山乡新龙村

驻村帮扶。 新龙村地处偏远，人心涣散。 驻
村帮扶工作队召开第一次村民代表大会，
讨论评定贫困户和保障兜底对象时， 村民
们大闹一场，不欢而散。

如何将村民们拧成一股绳？ 熊庆发冥
思苦想。 他发现新龙村有三条小溪穿村而
过，村民们沿溪而居，很多村民要从溪边搭
建简易石头桥或木桥才能到达主路。 在搭
桥时，因占地、占路问题，村民之间经常发
生口角，矛盾因此产生。

对症下药，熊庆发决定从修桥入手。出
乎意料的是， 修桥的提议得到了村民们一
致赞同。

熊庆发争取到上百万元社会扶贫资
金，沿溪流为全村修通11座水泥桥和一条
贯穿全村的水泥路。桥修通后，有村民给这
11座桥取了个名字———“连心桥”。

熊庆发趁热打铁，在全村开展“五树五
建”（即： 树崇德向善新风、 树移风易俗新
风、树遵纪守法新风、树诚实感恩新风、树
勤劳致富新风；建乡村夜校、建创业协会、
建产业基地、 建互助组织、 建爱心公益超
市）村级文明评比活动，推出“五树五建”村
级文明评比红、 黑榜， 用身边事激励身边
人，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彭秀珍是新龙村贫困户， 因丧失了劳
动能力，已纳入保障兜底户。 11月20日，熊
庆发来到彭秀珍家。刚进家门，彭秀珍就热
情地打招呼：“你又来啦。 ”走时，彭秀珍拉
着熊庆发的手， 说起了悄悄话：“我也要早
点脱贫。 ”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空山新雨后，云雾薄如纱，梯田层层叠叠，
一束暖阳穿透光影，定格在山脊……

11月24日，走进新化县紫鹊界景区，山门
前一张美丽的照片勾魂摄魄。景区工作人员龚
韧介绍：“这是袁大师的作品，也是景区‘御用’
形象片， 当年摄影大赛从8000余张照片中脱
颖而出，获得特级收藏奖。 ”

“袁大师”叫袁小锋，70后拍客，国网娄底
供电公司职工。 20年来，他跋山涉水，用脚步
丈量土地、用镜头守望梯田，不仅为紫鹊界拍
下10万余张照片，还出版画册办摄影展，许多
照片被展示在各大旅游网站和宣传平台。养在
深闺的紫鹊界，逐渐揭开神秘面纱。

有人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 但在袁小
锋眼中，紫鹊界的美无处不在。

200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袁小锋来到平
均海拔1000米左右的紫鹊界， 却在浓浓山雾
中吃了闭门羹。“雾太大，山势险峻，路都看不
清，白茫茫一片。 ”他说。

随后一年，他多次爬上紫鹊界，领略四季
变化和阳光云雾：数万亩梯田层层叠叠，一个
个山丘犹如一本本厚重的史书；神秘的自然灌
溉，无需人工雕琢，旱涝无灾；淳朴的村民，秉
承传统农耕文化，独守安宁。这一切，让他怦然
心动：“太美了， 我要把这世外桃源记录下来，

推广出去！ ”
娄底城区与新化紫鹊界相距120公里，且

一半以上是山路。 2006年至2012年，只要不加
班，袁小锋几乎每个周末都来紫鹊界，比回家
还勤。多年来，他带着摄影器材，跑遍了这里的
山山岭岭，成为气象、地质、农林等方面的“土
专家”。 哪个地方日出最美， 哪块梯田最具特
点，什么时候会起雾，他了然于心。

几年前的一个中午，身在长沙的袁小锋得
知第二天娄底天气是多云转晴，他兴奋得跳了
起来：“下了一个星期的雨，雨过天晴，去拍紫
鹊界一定有戏！ ”经7个小时长途跋涉，袁小锋
于当天深夜赶到紫鹊界山脚。此时，大雨初歇，
月明星稀。顾不得疲倦，他又打着手电筒，背起
20多公斤的设备往山上赶。 到达八卦村踩好
位置，已是凌晨5时。 天空微微泛白，山上云雾
浮动，按捺不住狂喜，他一口气拍了300多张，
其中一张就挂在景区山门。

成如容易却艰辛。图片中的紫鹊界如梦如
幻，唯美动人，但精彩瞬间的背后，有很多或惊
险或温馨的故事。

“有次刹车坏了，撞在路边，庆幸人没受
伤，损失了5万元。 找摄影位置，往往要自己开
路，大雪封山，有时要爬5个小时。有时天气好，
下班赶紧跑去紫鹊界拍夜景， 连夜又飙回娄
底，正好赶上第二天上班。长石村去得最多，连
当地的狗都认识我了， 半夜进山也不叫……”

一个个让人惊叹的故事，他说起来却又那么稀
松平常。 20年来，通过他的照片，越来越多的
人认识了紫鹊界，来到了紫鹊界，还有许多专
家专程赶来考察。

“紫鹊界带给我很多灵感，拍照只是一种
表达方式，能促进当地发展，才是根本。 ”袁小
锋说，要把照片变成带动当地发展的媒介。

寒来暑往， 袁小锋独自穿行在山野之间，
便有了“正龙民居”的夜景，有了“桃花古寺”的
静谧，有了“八卦梯田”的雄壮，有了“老马凼”
的流连，有了“长石之秋”的赞美和“龙普梯田”
的发掘……

长石村风景秀美，但地处偏僻，村民贫
困。 袁小锋发动娄底电力部门和企业捐款捐
物捐设备，将该村纳入电网改造范围，并动
手规划架线，防止破坏景观。 如今的长石村，
已列入娄底市十大最美乡村，村民们闲暇时
发展旅游配套产业，一些农家乐年收入达到
40万元。

得益于新化县委县政府坚持科学开发，以
及一批“袁小锋”式人物的辛勤付出，如今紫鹊
界已成为湖南省旅游地标， 被评为国家4A级
风景名胜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仅今年
国庆黄金周，就接待游客7万多人次，旅游总收
入突破2000万元。

20年潜心守望和苦心探索， 袁小锋拍出
了紫鹊界的灵魂。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段承娇

“走，找‘孝满’反映问题去，请他为我
们做主。 ”11月20日一早，一阵嘈杂的喧闹
声从洪江市塘湾镇政府院子里传出， 该镇
隘上村10多名上访群众情绪激动。

办公楼一楼的一个房间内， 一个头发
花白的老同志循声而出， 面带微笑朝人群
走过来。“大家不要急，先到屋里坐，喝杯
水，有事慢慢说。”老同志几句话，让众人激
动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

这位老同志就是来访群众说的“孝
满”，名叫易贤孝，曾先后获评“全国最美信
访干部”“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全国模范
司法所所长”等。

去年3月， 易贤孝从镇信访办主任、群
众工作站站长、司法所所长岗位退休后，应
信访部门邀请，成立“老易工作室”，协助政
府继续从事信访调处和服务群众工作。

众人进屋落座， 易贤孝从抽屉中掏出
笔记本，认真记录大家的上访诉求。 原来，
隘上村拟建设一个养猪场， 村民们担心会
对生产生活用水造成污染， 并对养猪场建
设用地权属问题存在疑问。

记录完， 易贤孝合上笔记本， 对大家
说：“请你们放心， 我会尽快把这些问题全
面了解清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

“这么多年，你为老百姓所做的事情，
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我们信你。”来
访的隘上村73岁的村民肖文彩与易贤孝
握手道谢， 领着众人心平气和离开了镇政
府。

易贤孝出生在邻近塘湾镇的洗马乡芽
柳村， 今年62岁。 其父亲和伯父曾任村里
的生产队长和治保主任， 经常帮群众解困
纾难。易贤孝从小耳濡目染，立志要像父辈
那样，尽心竭力为群众服务。

1997年，易贤孝通过考试走上乡镇工
作岗位。 此前，他在村里担任了10年党支
部书记。 当地宗族意识强，矛盾纠纷较多。
易贤孝主动向组织请求担任信访司法调解
工作。有人说他傻，他却说：“我是本乡本土

人，熟悉乡土人情，工作上有些优势，一定
能干好这个工作。 ”

在易贤孝的笔记本上， 记者看到不少
他记录下来的案例。 今年2月，成功调处某
工程公司在塘湾镇、 洗马乡平溪河整治工
程建设中，拖欠当地群众劳务费问题；3月，
调处怀邵衡铁路建设影响当地村民生活用
水问题，推动建设村民用水高位水池；近几
个月，帮助群众维权多起意外事件，均得到
合理赔偿。

信访司法调解工作，并非事事顺利。很
多时候，因群众不理解，调解人往往成为群
众的“出气筒”。

今年5月，塘湾镇某采矿点出现地面塌
陷，9户村民的4栋木房子受到影响， 村民
们把责任归咎到采矿企业，要求赔偿损失。

易贤孝主动站出来，帮助调解处理。考
虑到当地采矿已有几百年历史， 地下开采
巷道新老交替、错综复杂，他请来省地质勘
探二队的专家进行物理勘探， 查明系历史
老矿洞受雨水侵蚀导致地面塌陷。

面对这个权威结论，受影响的9户村民
中，有人不理解，谩骂易贤孝：“你肯定收了
矿上的好处，充当他们的‘保护伞’。 ”易贤
孝耐心做工作， 要村民相信科学论证。 同
时， 主动帮他们申请危房搬迁项目资金。
“‘孝满’既坚持原则，又贴心服务，我们服
了。 ”事后，村民竖起大拇指称赞。

长期从事基层信访工作， 易贤孝总结
出“三气”原则：坚持法理有正气、公正无私
有锐气、守住良知有底气。 20余年来，他帮
群众解决了一桩桩难事， 当地群众亲切称
他为雪峰山区“信访不老松”。

退休后一年多， 易贤孝接待信访群众
超3000人次，处理各类矛盾纠纷500多起，
调处成功率达98%以上； 帮助群众维权10
余起，维护群众利益200余万元。 经他调处
的事情，基本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

“我虽然退休了， 但作为党员不会退
休，为人民服务不会退休。 只要组织需要、
身体允许，我就会干下去。 ”易贤孝坚定地
说。

勇挑千斤担 敢啃硬骨头
———记湖南国资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秘金杰

爱国情 奋斗者 袁小锋：光影中捕捉灵魂

精准扶贫在三湘

熊庆发：三次请缨驻村帮扶

信访“不老松”
———记“全国最美信访干部”易贤孝

景色迷人
11月21日，炎陵县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成片的水杉层林尽染，绚丽多彩。 该森林公园是全国首批入选的“中国森林氧吧”，为华南、华中、华东

交会区仅存的10万亩原始森林，拥有银杉、银杏、冷杉等珍贵物种。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张和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