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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日前，省委书记杜家毫在怀化、湘西州等
地检查督导防汛工作时强调，防汛抗灾要始终
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一旦发生
险情，该停课的要停课，该停运的要停运，该转
移的要转移，宁可听骂声、决不听哭声，最大限
度避免人员伤亡。这番话掷地有声、意味深长，
号召党员干部在汛情面前抛弃个人荣辱得失，
扛起人民切身利益高于一切的责任担当。

水情是湖南最大的省情，水患是湖南最
大的忧患。前段时间，一些市州已经遭遇多轮
强降雨。眼下的“端午水”有可能在一些地方引
发山洪、积涝等灾害，加之节假日期间，出行人
数多，不少地方还会组织赛龙舟等涉水活动，
全省上下紧绷防汛这根“弦”，势在必行。

然而，也正是因为湖南水情水患多发，
容易导致人们的麻木、怠慢。防洪工程检
查、防洪演练年年都搞，有人认为没必要次
次都较真；防汛转移，老人嫌麻烦，病人不
方便，普通群众认为小题大做，不愿意听从
安排。有时候转移了洪水并没有来，性子急
者很可能会因此而骂干部。如果因为怕听

“骂声”而对防汛工作网开一面、妥协让步，
就等于把人民切身利益置于危险境地。

凡事预则立。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6月20
日刷屏朋友圈的一段视频——在望城区翻身
垸举行的一场抗洪抢险应急演练。这场演练
最大的特点就是“较真”。舟艇救人、地质灾害
应急处置、城市内涝紧急排水、管涌处置等都
是抗洪抢险中的重点、难点，都与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不较真怎么能行？有灾
无灾，都要做有灾的准备；大灾小灾，都要做大
灾的准备，方能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对党员干部而言，宁听老百姓当时不
理解的辱骂声，决不听发生三长两短后的
哭泣声，意味着党员干部要有认真负责、较
真碰硬、坚持原则的高度责任感，有尽百分
之百努力去面对百分之一可能的实干精
神。当雨停水退，老百姓一切安好，自然会
对党员干部心存感激。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
政权的试金石。党员干部以自己的辛勤付出换
取群众的幸福安宁，以防汛抗灾的实际成效赢
得老百姓的口碑，便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最佳
回答，是为“七一”党的生日献上的最好礼物。

湖南日报 6 月 24 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颀杨）记者今天
从郴州市商务局获悉，2020“沪洽
周”期间，郴州将自行举办4场招商
推介活动。目前该市“沪洽周”各项筹
备工作进展顺利，全市共调度“沪洽
周”活动拟签约项目37个，投资总额
371亿元。其中报送省级“沪洽周”拟
签约项目32个，投资总额330亿元。

据了解，郴州自行举办4场招商
推介活动分别是：6月29日在郴州举
行的“2020年湖南-长三角经贸合作
洽谈周”郴州招商推介会，8月在上
海举行的2020年郴州（长三角）投资
环境暨重点产业招商推介会，7月在
昆山举行的郴州综保区招商推介会
以及在杭州举行的郴州跨境电子商
务综合试验区招商推介会。各县市

区、园区在活动期间，将根据本地优
势和项目对接情况，在长三角举办专
题招商推介或客商座谈活动。

结合优势资源和特色产业，通过
认真筛选、严格审查，郴州市精心策
划包装了109个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总投资2708亿元。郴州市通过动员
各方力量，采取登门招商、委托招商、
中介招商、产业招商、网络招商等多

种方式，广泛邀请对该市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有兴趣、有意向、
有实力的国内外客商，目前市本级举
办的活动已邀请重要客商70多位。

今年以来，郴州市大力推进“线
上线下”结合招商模式，扎实做好精
准招商工作。截至5月底，全市新引
进重大项目 105 个，总投资 554.13
亿元。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通讯员 谭丛
记者 周月桂）在即将举行的2020“沪洽
周”上，益阳拟线上签约项目63个，总投
资277.33亿元。7月下旬，益阳还将组织
开展“沪洽周”数字经济产业推介会，重
点推广高新区的数字经济产业。

据益阳市投资促进事务中心负
责人介绍，此次线上拟签约63个项
目中，按投资强度划分，投资2亿元

以上项目有26个，其中金康投资有
限公司拟投资20亿元，在益阳资阳
长春经开区开展FPC柔性线路板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深圳市可可米科
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将在桃江经
济开发区投资16亿元，用于建设手
机整机、智能穿戴及 PCBA 生产、
LCD高清模组、电机生产、精密塑胶
外壳等生产线；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与益阳高新产业发展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合伙成立湖南益阳高发合
生股权投资基金，这是益阳市发行的
第一支产业基金，拟投资10亿元，以
支持高新区优质入园企业和拟入园的
优质企业快速发展。三一集团、湖南师
园教育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贝孚
德通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23家企业
都将在益阳投资项目2亿元以上。

今年以来，益阳市大力优化营商
环境，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创新招商模
式，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
经济发达地带企业，充分发挥异地商
会的积极作用，与一大批“三类500
强”企业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据统计，
今年1至5月份，益阳市累计新签约
85个招商项目，投资总额182.18 亿
元，5亿元以上的项目有6个。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陈奕樊 通讯员 周洁）受全国人
大常委会委托，6月下旬，省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分赴张家界
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州
市、邵阳市，就《全国人大常委会
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
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
保护法》（简称“一决定一法”）的
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省人大

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刘莲玉，
副主任黄关春，秘书长胡伯俊分
别参加调研。

执法检查组采取明查与暗
访相结合的方式，深入各地农贸
市场，蓝孔雀、蛇、豪猪、竹鼠等
养殖基地（企业）以及有关鸟类
栖息地，就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
习、依法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严格管理非食用性利用野生
动物、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等情
况等进行检查。

执法检查组强调，要认真
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强化公共卫生法治
保障、守护人民生命健康安全
的系列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公
共卫生法治保障的政治自觉。
要全面梳理依法保护野生动物
的弱项漏洞，着力增强野生动
物保护的法治支撑，运用法治
力量和法律武器筑牢生物安全
屏障，不断夯实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社会基础。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沙兆华）
今天，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殿勋在
长沙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时指出，各类创
新园区要按照中央、省委关于优化法治化
营商环境的部署要求，着力优化创新生态，
塑造更多引领性发展。

李殿勋一行先后来到岳麓山大科城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
部，深入湖南新云网科技有限公司、长沙施
玛特迈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园区企业创新
与公共服务情况，并举行“长株潭自创区、
岳麓山大科城、马栏山文创园优化法治营
商环境”专题座谈会。

李殿勋指出，重塑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应

对当前风险挑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的基础支撑与关键举措。近日，省委全面依
法治省委员会出台了《关于优化法治营商环境
的工作方案》，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抓好贯彻
落实，建设更为优良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李殿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
导向相结合，着力完善激发创新活力与保
障创新成果应用转化的创新政策；着力搭
建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与产业培育等创新
平台；着力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
氛围；着力提升人才引育、金融支撑、技术
转移、产业对接与权益保障等创新服务，

“四措并举”，系统解决好创新创业所需要
的“阳光、土壤、空气与水分”。

李殿勋在长沙创新园区调研法治化营商环境时强调

着力优化创新生态
塑造更多引领性发展

▲ ▲（上接1版①）
力量向基层倾斜，战力向一线集

结。公司党委组织多个帮扶专班，下
沉基层一线与矿工同劳动、同讨论，
参加成本管控和技术攻关活动。

关键时刻，党组织就是主心骨。公
司党委迅速建立“主要领导靠前指挥、
党员领导人人担当尽责”的工作机制。
李中平蹲点井下，针对井下巷道10万
盏长明灯的问题，带领科技人员进行
科技攻关，目前部分巷道已改装感应
灯，每天用电节省一半以上。

筑堡垒聚人心，一个月
创13项新记录

“生产原料告急，能否提前发
货？”2月11日早上，刚刚复工的辰州
矿业常德锑品分公司接到山东客户
紧急求助。

当时，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
常给公司跑运输的司机听说运这趟货
要经过湖北，不愿意去。如果这批货发
不出，客户生产将受影响，也很有可能
另选别家采购。常德锑品分公司党支部
书记、经理彭德淼和党员米晓君分头联
系货车。中午找到一货运车主愿意接这
趟生意，然而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车来。
后来得知，司机家人不同意出车。

彭德淼没有气馁，发动公司党员
紧急行动起来，一个下午打了100多

个电话，并在数十个微信群里发消
息。一位在湖南的山东货车司机终于
答应接单。三天两夜后，这批货物“逆
行”千里，安全、准时送达山东。

把时间抢回来，把生产抓起来。
辰州矿业各级党组织聚人心、赶进
度、拼指标、降成本，一个个红色堡垒
在一线筑起，汇聚成复工复产达产的
强劲动力。

辰州矿业冶炼厂原本是“消耗大
户”，但今年4至5月，该厂党总支组织
粗炼、精炼两个党支部的党员抹墙角、
刮地板、拖地板、刮机台，收集跑漏在
外的金属，全厂每月节省成本200万
元，成了成本控制“贡献大户”。

在辰州矿业沃溪坑口，过去月产
110公斤金子算了不起的成绩。今年
4至5月，每月产金均突破130公斤。

仅4月份，辰州矿业产品产量等
经济技术指标有13项创历史新记录。

“我是党员，我上”，成为
复工复产最强音

“沃溪坑口尾沙充填管磨穿，需
立即更换。”5 月 14 日晚上 10 时多，
暴雨如注，已上床睡觉的辰州矿业机
械安装公司安装部部长戴辉被手机

铃声吵醒，电话是公司领导打来的。
换管道，工程量不小，从地面到

井下，垂直深度 330 米，取出坏管接
新管，每隔24米做一次切割，60多根
管道，吊装、焊接，不能出丝毫差错。

“平时，这个工程需 7 天才能干
完。”安装公司负责人介绍，夜晚施
工，雨大、人少、时间紧，难度非常大。

“共产党员跟我上！”戴辉手臂一
挥，在场的党员冲进雨中，直奔坡口。

党员带了头，员工跟着走。一支
由党员领衔的突击队随之成立，通宵
奋战，管子全线装好。

关键时刻冲得上，危难时刻豁得
出。辰州矿业共有300多名党员主动
申请参加党员突击队，还建立了100
多个“党员示范岗”。党员成为推动复
工复产的硬核力量。

一个党员一面旗。沃溪坑口井下
垂直深度 700 多米的 3290 采场，是
五工区值班长、党员罗尧平的岗位。
罗尧平肤色黝黑，但胸前佩戴的党徽
却闪闪发亮。他与同事每天7时20分
下井，晚上下班多干半小时活。

“我是共产党员，应该为实现公
司目标多出力。”罗尧平用手指着洞
壁的“党员示范牌”坚定地说。

“我是党员，我上！”这句话不知
被重复了多少遍，成为辰州矿业复工
复产的最强音。

3月30日，辰州矿业运输公司员
工伍龙华接到一项特殊任务，到湖北
黄石市拉选矿药剂。

“如运不回来，公司将面临停产。”
领导找他布置任务时，语气凝重。“请
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伍龙华当即表
态。妻子听到他要去疫区执行任务，十
分担心，伍龙华对妻子说：“我是共产
党员，关键时刻，我不上谁上！”

困了，将车停在路边打个盹；饿
了，在车上啃口冷馒头。伍龙华一人
一车，来回驰行1200余公里，穿过最
危险的疫区，把3吨药剂安全运回。

党员勇当先锋、迎难而上的精
神，感染和影响着身边的职工。疫情
发生以来，辰州矿业党委收到入党申
请书40多份。

“党员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员工
陈元湘在向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
时说，“抗击疫情和复工复产期间，广
大党员敢于担当、冲锋在前，我要向
他们看齐，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党建引领有力，跑出了复工复产
加速度。4至5月，辰州矿业每月实现
盈利2000万元以上。同时，原有员工
没有裁减一人，还在沅陵县周边乡镇
扩招贫困劳动力200余名。

▲ ▲（上接1版②）
湘江东岸，长沙高新区今年已有

威胜信息在科创板上市。近 3 年，该
区累计新增上市企业7家，占全省近
3年新增上市企业的35%。目前，在境
内外上市企业总数达到 45 家，占全
省上市企业数量的三分之一。

长沙后劲十足
长沙上市企业总数迄今已达73家，

其中A股上市企业66家。另外储备了
263家拟上市（挂牌）企业，“培育一批、辅
导一批、报审一批、上市一批”。目前，在
审和辅导报备企业达23家，今年新增12
家，是历年来数量最充足的一年。

长沙 263 家拟上市（挂牌）企业
中，生物医药、智能制造、节能环保、
消费服务、银行证券等新兴产业占比
80%以上。这些企业动能新、创新强、
效益好，是转型发展的重要支撑。

目前，长沙正针对疫情推动大健
康医药行业发展、政策支持 5G 等新

基建行业发展的机遇，推动一批在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方面优势突出的
企业加快上市；结合产业优势，加快
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优势领域的企
业上市，围绕中联重科、蓝思科技等
龙头企业，孵化大批产业链优质企
业，重点培育、助推上市，加快全市22
条新兴优势产业链强链补链延链。

与此同时，长沙争取大型银行理
财子公司、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直投
长沙市关键领域拟上市企业；继续吸
引国家集成电路大基金和制造业转型
升级大基金对长沙企业投资；不断完
善基金产业链，形成从天使投资、风险
投资到产业投资、并购投资的完整基
金链条，满足不同发展阶段企业的直
接融资需求。

“神助攻”正发力
6 月 10 日，长沙举办“全市加速

企业上市工作推进会。长沙市企业上
市服务中心、深交所长沙资本市场服
务基地现场正式得到授牌，两大“神
助攻”将加速推动企业上市。

近年来，深交所与长沙市政府签
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长沙组
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并委派干部到
湖南省金融局挂职学习，常年“面对
面”为长沙企业服务。疫情期间，深交
所团队通过线上视频、线下走访等形
式，跟踪服务远大住工、星邦智能等
拟上市企业，支持企业加快发展、推
进上市进程。

长沙市企业上市服务中心是我
省第一家专门服务企业上市的政府
工作机构，将从后备力量培育、企业
上市全流程跟踪服务、搭建交流对接
平台等多方面发力。在今后的工作
中，长沙市将依托上市服务中心组建
中介机构、投资机构两大专家库和相

应专家志愿服务团队，主动走访园
区、企业，建立健全服务需求受理渠
道，收集、汇总全市拟上市企业、上市
企业各项服务需求，搭建投融资、中
介服务等各类对接平台，让企业获得
投融资、中介专业服务及各级政府部
门服务更加便捷、精准和高效。

“今后一段时期，是我国资本市
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长
沙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快对标先
进地区，在助推高科技新兴优势企业
上市方面持续发力；在国有资本证券
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等薄弱环节强
力补“短板”；在多层次资本市场培育
上精准滴灌，有效实现企业从基础层
级向更高层级的有机转换，推动企业
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湖南省上市公司协会秘书长王
靖夫说，政策越来越宽松，省市政府
高度重视企业上市，长沙质地优良的
后备企业多，企业上市工作前景将更
加广阔。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孟姣燕）
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高校毕业生就业
工作，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等省直六部门在
长沙启动“集中送岗位进校园专项行动”，发
布《“集中送岗位进校园专项行动”岗位需求
目录》。副省长吴桂英宣布专项行动正式启
动，副省长朱忠明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集中送岗位进校园专项行动”将开
展为期 2 个月的大型网络招聘双选会，举
办事业单位招聘专场、国企招聘专场、扶
贫就业专场、大型民营企业招聘专场等10
场系列活动，计划组织 4000 家企业及省
内高校参加。《“集中送岗位进校园专项行
动”岗位需求目录》征集了面向高校毕业
生的 115216 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岗位，其

中机关公务员及参公事业单位岗位 5585
个、非参公事业单位岗位 11673 个。同时，
各市州将在 7 月中旬以前，集中组织当地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举办线下校园专场
招聘会。

朱忠明鼓励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增
强就业信心、练就过硬本领、投身强国伟
业，在就业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希
望企业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和成长
平台；要求相关部门强化责任担当，密切协
调配合，做到促就业举措应出尽出，拓宽岗
位办法能用尽用，就业服务能优尽优。

了解《“集中送岗位进校园专项行动”岗
位需求目录》请点击链接。http://www.
hnrcsc.com/html/2020jxy/

我省启动
“集中送岗位进校园专项行动”

吴桂英、朱忠明出席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勇）根据《湖南省自然灾害救
助应急预案》，省减灾委办公室
决定于 24 日 12 时，针对受灾严
重的株洲市攸县、张家界市慈利

县、怀化市洪江区和沅陵县、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等
县市区，启动湖南自然灾害救助
Ⅳ级应急响应。省应急管理厅、
省减灾委办公室要求各地各有

关单位，按照预案和规程，切实
做好灾害应急救助各项工作。

6 月 21 日以来，我省迎来今
年入汛以来最强一轮降雨过程，
部分地区受灾严重。

省防指办公室发通知要求

扎实做好端午节前后
防汛抗灾工作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勇）目前，我省
强降雨仍在继续。省防指办公室今天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各相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扎
实做好端午节前后防汛抗灾工作，确保度汛安全。

通知要求，切实加强端午假期期间的防汛值班
工作。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好防汛值班、领导带
班制度，严格执行防汛纪律，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
守。相关人员通信工具必须保持24小时开通。如遇
重要汛情，必须快速反应，立即处置。

切实加强重点活动风险防范。对端午节期间赛
龙舟、外出旅游等活动，要加强风险预警提醒，必要
时强化管控，坚决避免防汛安全事故发生。

切实抓好防汛保安重点难点工作。要加强山洪
地质灾害监测和预警，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的新
增削坡建房和农村危旧房作为重点隐患进行排查，
情况危险时，坚持提前转移制度，确保人民生命安
全。要重点加强中小型水库、小水电站、傍山渠道、
重点山塘及在建工程的巡查防守，及时掌握工情状
况，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告。要加强对接近
或超警戒水位江河堤防的巡查检查，严防小险演变
为大险，严防风险转化为事故。要加强水库调度，确
保工程安全。

三湘时评

“宁可听骂声，决不听哭声”

湖南日报6月24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黄欣芳）今天，湖南省、长沙市两级
市场监管部门组成督查组，深入长沙马王堆
海鲜水产市场进行专项检查，要求落实企业
主体责任，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为民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护航。

马王堆海鲜水产批发市场是长沙马王
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三大批发市场
之一。督查组全面检查龙虾、多宝鱼、花
螺、阿拉斯加蟹、冷冻巴沙鱼片等鲜活海产
品及冻品，对市场摊位经营者的经营许可
证照、货品来源、检验检疫证明、销售台账
等进行抽查。

督查组要求市场全面落实“逢进必检、
非检不入”等防控措施，做好场所环境通
风、消毒等防控和从业人员防护、核酸检测

工作；对销售产品要从源头上把好质量关，
坚决杜绝无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产品；做
好进货、销售台账，对每个产品、每个批次
分门归类，管严管实，全力保障食品安全，
从源头上控制重大公共卫生风险。

湖南省市场监管局局长向曙光介绍，结
合食品安全大排查大整治百日行动，全省聚
焦监管重点，以生鲜、冷冻畜禽肉类、水产品
及其制品、水果特别是进口冷冻食品为重点
监管品种，以各类经营生鲜、冷冻肉品及水
产品、水果的食品集中交易市场（含附设冷
库）、专业冷冻冷藏库房、商场、超市、便利
店、食杂店，以及肉类和水产品使用量大的
餐饮服务单位、食品生产企业等生产经营者
为重点监管对象，大力排查、精准防控食品
安全风险隐患，严查违法行为。

湖南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隐患

郴州秣马厉兵备战“沪洽周”
拟签约项目37个，投资总额371亿元

益阳“沪洽周”拟线上签约项目63个
总投资277.33亿元，其中投资2亿元以上项目有26个

着力增强野生动物保护的法治支撑
省人大常委会开展野生动物保护“一决定一法”执法检查

我省针对5县市区
启动自然灾害救助Ⅳ级应急响应

党建领跑 初心赛金

长沙：“上市”提速

扶贫车间制衣忙
6月24日，双峰县花门镇辉煌制衣厂扶贫车间，女工在赶制小孩连衣裙，准备送往杭

州制衣厂交货。该扶贫车间位于花门镇正公祠二期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自3月开业以来，
30多位搬迁对象和贫困妇女开启楼上居住楼下就业的幸福生活。 王玖华 胡志高 摄影报道

长三角
湘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