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向 俊 朱跃军 唐琳洁

新冠肺炎疫情一度扰乱了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秩序，也波及到辰州矿业的正常生产
经营，一季度亏损超过3000万元。

面对肆虐疫情，辰州矿业党委一面积极
防控疫情，一面想方设法组织复工复产。自
3 月份开展劳动竞赛以来，一举扭亏为盈，
4、5月份，连续两个月盈利超过2000万元，
有效稳定了矿工们的情绪，保证了大家的正
常收入。

那么，辰州矿业是如何危中寻机，变危
为机的呢？我们决定去实地一探。

仲夏时节，迎着初升的太阳，我们一早
从怀化出发，直奔辰州矿业。

据《怀化地区志》记载，该矿始建于光绪
二十三年，商坤集资成立“万益公司”，1950
年被人民政府接管，称为沅陵工程处，后更
名为湘西金矿，至今已有140多年的历史。

汽车沿着长芷高速一路北上，行驶1个
多小时抵达辰溪县；然后往东北转向，穿过
辰溪县城，钻进了崇山峻岭的盘山公路。由
于山道蜿蜒，我们又行驶了 1 个多小时，下
午1时许，终于在青山环绕的辰州矿业总部
大楼前停住。

“经过一百多年风雨洗礼的辰州矿业，前
身是湘西金矿。2000年经湖南省人民政府

批准改制为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在深圳市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
公司股票简称为‘辰州矿业’，证券代码为
002155。”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中平同志
把我们带到辰州矿业矿史陈列馆，脸上荡漾
着笑容地向我们介绍公司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后，辰州矿业发展迅速，目
前不但是国内十大黄金矿山开发企业之一，
也是全球第二大开发锑矿和国内主要开发
钨矿的公司。公司集地质勘探、采、选、冶、
运输、机械修造及金属深加工为一体，拥有
国际领先的金锑选矿和冶炼精细分离技术，
是上海黄金交易所综合类会员及标准金锭
的提供商，是我省著名的行业龙头企业。

董事长如数家珍，矿史陈列馆的展示与
数十面锦旗、奖状印证着这里的历史沉甸和
诸多荣光。顿时，著名作家沈从文笔下一群
躬背弯腰，手攀脚扣，咬牙逆流前行的湘西
纤夫形象一下子浮现在了眼前，这不正是辰
州矿业不畏艰险，砥砺奋斗的生动写照吗！

庚子春节前夕，新冠肺炎疫情给沉浸在
喜迎新年的辰州矿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
难，一时间，生产暂停，销售中断，公司亏
损。党委书记李中平说：“面对困难，我们首
先想到的是每一个矿工背后都有一个家庭，

老人要赡养，儿女要抚育，三病两痛要医疗
费，每天油盐酱醋茶开支，样样都要钱，如
今，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人们心存不安，公
司党委更是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于是，早在 2 月初，公司党委召开扩大
会议，一方面根据上级防控工作要求，制订
公司的防控方案。800 多名党员，成立 13
个临时党支部，24 小时轮班值守，每天“地
毯式”摸排，以最严格的措施确保了疫情防
控“双零目标”；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复工复
产，制订了“战疫情、抓生产、保目标”劳动竞
赛和“551”方案，即通过开展劳动竞赛活
动，实现产品产量增长 5%，成本费用下降
5%，技术经济指标提升一个百分点的目标。

翌日早上，天空下起了大雨，但并没有
阻挡住我们下矿井的预定计划。

上午 9 时，我们换好矿工服，佩戴参观
证，到了辰州矿业沃溪坑口。安全员带我们
观看了安全宣传片，学习了井下注意事项；
又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打火机大小的定
位器，嘱咐我们把它装进矿工服左手臂的衣
袋里之后，随后我们在 2#明竖井乘坐罐笼
直达垂直千米的巷道。

令人意外的是，在这近千米的地下，当
我们走出罐笼的瞬间，第一眼看到的是中国

共产党党旗，在灯光照耀下庄严夺目！陪同
人员说这里是休息区。我扫视了这个不足
5平方米的休息区，党旗端端正正挂在上方
中央，两边展示板张贴着工作进度表等资
料，旁边摆放着《湖南日报》《辰州矿业》报纸
杂志和电话等。我们走近展示板，仔细看了
工作进度表内容，发现进度最快，成本最节
约，排名第一的是一位名叫陆吉高的矿工，
因为他不当班，没有当面采访他。后来了解
到陆吉高是一位有1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

在井下作业面，我们见到了正与同事扒
拉爆炸后松懈矿石的五工区优秀共产党员、
公司劳动模范罗尧平。说起劳动竞赛的事，
他开心地说：“竞赛开展后，我每天坚持少歇
半个钟头，多挖点，一个月多挖了 30 来吨，
也多收入了800元。”罗尧平告诉我们，今年
4、5两个月，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比去年同期
多了大几百元。

复工复产使矿工们积极性高涨，发生了
许多令人感动的奉献故事。我们沿着巷道
行进时，发现一些岔道交会处，堆放了许多
装满石块的蛇皮袋。一打听，原来是机关党
员干部们抽时间深入隧道，自觉进行二次扒
挖废弃矿泥里的矿石。据了解，这次劳动竞
赛，百名党员干部下矿井、到炉台、进车间，
共2765人次，献计献策270条，协调解决问
题582项。不定期组织到废石坪里捡矿石，
进行“坊中选矿”，每次可从废石堆里捡出矿
石2吨左右，产值8000余元。

“刚收到甘肃辰州日清日结表，发现出
矿品位未达到日计划进度目标，请你马上联
系一下，看是什么情况，分析一下原因。”“好
的。我马上去办，稍后回复。”这是公司劳动
竞赛办公室副主任易洋来与成员刘安邦的
一段对话。

为了更好地推进“战疫情、抓生产、保目
标”劳动竞赛活动，公司通过网络平台，每天
对各单位产品的产量、成本、指标等数据进
行收集、汇总、分析、公布，表彰先进，查找问
题，督导整改，提高效益，实行日清日结管
理。

据统计，辰州矿业开展劳动竞赛以来，
产品产量和技术经济指标突破历史纪录达
16 项，其中变动成本 1 项，比计划节约 10%
以上，为生产经营扭亏为盈添砖加瓦，取得
了喜人的成绩。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握手告别李中平书记时，他用刘禹锡的诗句
表达了辰州矿业坚定的奋斗精神，憧憬着辰
州矿业金光闪烁的明天！

金光闪烁在盛夏金光闪烁在盛夏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危中寻机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危中寻机、、变危为机见闻录变危为机见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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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来，绥宁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能定位，依托
“互联网＋”智能监督、聚焦“群众呼声”全程监督、突出
“三个带头”高效监督、强化“四级联动”合力监督，大力
激发监督活力，持续深入开展脱贫攻坚、民生领域治理
工作，着力打通服务民生“最后一公里”，收到明显效果。

依托“互联网＋”智能监督。该县在17个乡镇和民
政局、人社局等单位建立“互联网＋监督”信息系统，运
用资金互斥、重复发放、统计分析等方法，快速发现民生
问题线索，并建立民生数据共享、问题数据互送、快速核
实反馈机制，严肃查处民生领域“微腐败”和不正之风问
题。截至 5 月底，共采集城乡低保等民生资金类数据
30万余条，发现问题35个，党纪政务处分2人。

聚焦“群众呼声”全程监督。该县纪委监委搭建了
“百姓问廉、干部答廉、公示亮廉、群众评廉”互动监督
平台，重点整治乡村“微腐败”，规范建立并严格执行

“微权力”清单制度。同时，充分发挥村居监督“探头”
和“触角”作用，利用村级监督员贴近群众的优势，听实
话、摸实情，聚焦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焦点发现线
索，共开展“小监督”558次，发现“小苗头”505个，提出

“小建议”489个。
突出“三个带头”高效监督。该县纪委监委建立

“三个带头”工作机制，更加突出班子成员带头抓民生
监督、带头抓包案件、带头常态化约谈分管干部。同
时，围绕巡视巡察反馈的涉及民生方面问题整改、脱贫
攻坚“五个专项治理”等工作，以“带着板凳进村”活动
为抓手，通过察民情、访民意、听民愿，常态化约谈干
部、指导办案，推动民生监督工作落地落实，高效运
转。截至5月底，全县扶贫领域立案34件，结案43件，
党纪政务处分43人。

强化“四级联动”合力监督。该县建立“巡察组+派
驻纪检监察组+乡镇纪委监察室+村务监督委员会”的
四级联动监督模式，采取地毯式、拉网式、交叉式检查，
形成民生监督、派驻监督、日常监督、巡察监督、群众监
督“五位一体”的监督格局。同时，不断强化各村“三
务”公开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把群众最关注、应知晓、
最需要的内容作为关键，多举措提升“三务”公开的质
量和成效，将基层“微权力”置于阳光之下运行。

（李叶青）

绥宁县：
激发监督活力 护民生促脱贫

顺应互联网发展新趋势，在充分
利用传统手段进行禁毒宣传的同时，
探索推进“互联网+新思维+禁毒”新
模式，全力打造禁毒宣传生态圈。近
日，笔者从株洲市禁毒办获悉，株洲
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平台学校接入
率、学生注册率、课时完成率、知识答
题参与率等全部达到 100%，排名全
省第一。

据介绍，株洲市凝聚了一个由市
互联网协会、软件开发团队、活动策划
团队、运营团队、资深记者等组成的队
伍，和市禁毒办、禁毒民警、禁毒专

（兼）干组成了株洲“互联网+新思维+
禁毒”的智囊团和主力军；坚持各乡镇
街道和社区禁毒专（兼）干到市禁毒办
进行轮值轮岗，大力吸纳热心禁毒公
益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加入到禁毒队
伍中来。目前，株洲禁毒组建了一个
由市县两级“禁毒办—禁毒民警—禁
毒专（兼）干—禁毒志愿者”组成的禁
毒队伍体系，在全市104个乡镇街道，
每个乡镇街道的每个社区发展不少于

10 名禁毒志愿者，组成了株洲“百镇
千户”禁毒队伍网络。株洲市禁毒办
主任赵建锋作为全市代表，当选为全
国禁毒工作先进个人。

为管理调度好这支千余人的禁毒
队伍，株洲市禁毒办委托专业团队定
制开发了“云上中枢指挥调度系统”，
为每个队员生成禁毒网络身份证——
个人专属二维码，他们参加各种禁毒
活动时扫码签到；各类禁毒指令一键
下发，精准到达；禁毒活动完成情况自
动统计排名；大型禁毒活动中，系统自
动扩展参加人数……大大提高了工作
效率，凝聚了队伍。

“预防为先，重点前移，关注学生
群体这个点，不仅能得到广大家长的
全力支持，更能通过这个群体，将禁
毒知识尽量覆盖全市所有人。”株洲
市禁毒办负责人介绍说，株洲市举办
了第一届“赢在当下·胜在未来”全民
禁毒网络接力大赛，通过精心策划，
将稍显枯燥的禁毒知识，巧妙转换成
学生群体喜闻乐见的创意短视频、H5

和问答接龙助力等形式，通过“云上
中枢指挥调度系统”裂变功能邀请各
自的亲朋好友进行网络接力，共有
252 万株洲人（株洲地区总人数 402
万人）参与了本次活动，接受了禁毒
宣传，点赞数 80 多万，活动也因此

“刷屏”朋友圈。
另外，株洲市禁毒办利用开发的

这些互联网工具，在“全市十佳禁毒志
愿者”海选投票、“我是答题王”全省禁
毒知识竞赛等大型禁毒活动上大放异
彩，参与每个活动的株洲市民均高达
上百万人次。

株洲各县市区也纷纷创新“互联
网+新思维+禁毒”模式：醴陵市于去
年 6 月利用互联网将“如何开展禁毒
工作”的命题引向群众，引导群众广泛
深入参与“醴陵禁毒大讨论”活动，有
15.3 万名群众通过文字、语音的方式
参与，共收集意见和建议 78.9 万条。
禁毒知识知晓率、禁毒活动参与率、禁
毒 工 作 支 持 率 均 得 到 全 面 提 升 。

（黄 波 邱宇松）

株洲：创新模式打造禁毒宣传生态圈

青山环绕的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辰州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供图）

“饮酒驾驶害人害己，我以后再也不干这种蠢事了”；
“我服从教育、坚决改正，下次不会再超载了。”这是被处
罚人的“道白”。6月18日，道县组织开展“三超四驾”专
项整治行动，当天，查获各类违法违章行为21起。

自省市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动员会后，道县
高度重视、立即行动，及时召开县委常委会、县政府常务
会和动员部署会，成立了专项整治领导小组，组成了整
治班子，从13个相关部门抽调工作人员集中办公，并严
格进行督查督办，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工作有序
推进。同时，制订了专项整治工作方案，落实了工作经
费；强化安全隐患排查，加强安全宣传，开展马路市场专
项整治行动等，特别是在“三超四驾”专项整治行动中取
得明显成效。半年来，全县检查车辆5630余台，查处车
辆超速1594起，校客车超员32起，面包车超员121起，
货车超载825起，涉牌涉证768起，饮酒驾驶110起，醉
酒驾驶51起，刑事拘留醉酒驾驶犯罪嫌疑人51名。该
县治超办共检测车辆 4769 台，处罚车辆 118 台，卸载
1116吨，切割平板车1台，查处“百吨王”9台，对超限超
载车辆驾驶员记分360分，共收缴罚款35.63万元。

道县交通问题顽瘴痼疾集中整治办公室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将进一步深入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大力开展
宣传教育，加大超限超载整治力度，强化源头治理等，确
保超限超载车辆大幅度减少，源头企业合法装载明显好
转，杜绝“百吨王”等超限超载车辆，有效治理车辆违法
超限超载行为，让群众放心，让群众满意。（盘 林）

道县：
“三超四驾”专项整治成效好

6 月 15 日，兴业银行“兴瑞 2020 年第一期不良资
产支持证券”（以下简称“兴瑞一期”）在银行间债券市
场成功发行，规模 2.18 亿元，受到投资者的热烈追捧。
这是兴业银行继“兴瑞2017年第一期不良资产支持证
券”后发行的第二单不良资产证券化项目。

据悉，“兴瑞一期”优先档规模 1.70 亿元，AAA 评
级，票面利率 2.90%，认购倍数为 1.3 倍；次级档规模
0.48亿元，认购倍数为7.82倍，以106元的价格溢价发
行，投资价值得到市场充分认可。

“兴瑞一期”项目基础资产为信用卡不良资产债权，
未偿本息费余额约为25.39亿元，入池信用卡不良债权

的加权平均逾期期数为5.83个月。本项目具备较高的
预期回收率，超额抵押比率为1165%，充足的安全边际
对本次资产支持证券的兑付有充足保障。此外，项目在
交易结构设计上设置了缓释现金流波动、保障优先档资
产支持证券投资者利益的相关安排，进一步缓释现金流
波动产生的兑付风险。

兴业银行资产质量在同类型银行中一直处于优良
水平。2019年末不良贷款率1.54%，且连续三年下降，
今年一季度末继续下降 0.02 个百分点至 1.52%。同
时，该行坚持向资产质量管理要效益，积极探索创新投
行化、市场化不良资产处置手段。 （管 龙）

兴业银行成功发行2020年首单不良资产证券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