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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辉 徐荣
通讯员 黄滔 彭婷

9月30日0时， 位于湘潭市岳塘区竹埠港
化工区的湘潭电化和金天能源两家企业最后
一条生产线停产。 这片1.74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28家化工企业关停工作在共和国65周年
华诞到来之际悄然完成，竹埠港“退二进三”
工程也随之树立起新的里程碑。

没有不绝于耳的抱怨、 没有剑拔弩张的
对峙……取而代之的是关停企业、 职工以及
当地群众的理解、支持、拥护。 在“和谐关停”
这一方针的引导下， 湘潭市、 岳塘区众志成
城、克难攻坚，在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安全生产
事故、环境污染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前提下，
圆满地完成了竹埠港化工企业关停工作任
务。 而这一成绩，也走在了全省湘江流域重金
属污染治理5个重点区域的最前列，成为化工
企业污染治理的一个成功样本。

上下一心 勇往直前
“化工企业关停工作，市、区两级下定决

心最为关键。 ”这是8月26日下午，株洲市发改
委主任周建光带队来岳塘区“取经”时，区委
副书记、区长王永红道出的第一个“秘诀”。

为做好竹埠港地区“退二进三”工作，市、
区两级上下联动，真正拧成了一股绳。 2012年
5月，湘潭市委书记陈三新，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伟林召开会议，明确了“市领导、区实施、市
场化”这一原则。 几个月后，市竹埠港“退二进
三” 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成立， 由胡伟林任组
长，市领导杨广、吴小月任副组长，各职能部
门“一把手”都列入了成员名单。 一张责权清
晰、分工明确、任务具体的“工作网”迅速形
成。 岳塘区也迅速成立了由书记、区长挂帅的
关停指挥部，并于去年9月正式扎根化工区办
公，举全区之力，扎实推进竹埠港“退二进三”
工作。

企业怎么关？关停奖励怎么兑现？关停时
间如何限制……当一系列的问题摆在岳塘区
竹埠港化企关停指挥部全体人员面前时，所
有人集中智慧，群策群力，共同为化企关停搬
迁工作献计献策。《关停通告》出炉了、《关停
协议》出炉了、《奖励方案》出炉了……关停工
作找到了“主心骨”，更加有的放矢。

周到服务 以心换心
“当初把企业引进园区，帮着建厂，如今

却要将企业关停，心中多少有些不舍。 ”岳塘

区委书记孙银生表示。 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
的竹埠港化工区， 曾经挺起了湘潭精细化工
产业的脊梁， 为湘潭经济发展和保障就业立
下了“汗马功劳”。 而与政府有同样不舍感觉
的，还有这28家化工企业的负责人。 好不容易
新建的厂房， 好不容易攻下的业绩， 说关就
关，谈何容易？

“不要带血的GDP，还湘江一江清水”，这
是百姓的呼声，也是政府当之无愧的责任。 关
停工作刚开始时，不少企业主不理解政府，对
上门宣讲政策的指挥部工作人员避而不见，
甚至扬言企业“抱团”去法院告政府。 见此情
况， 关停指挥部负责人带领工作人员一家一
家地走，一个一个地约谈。 终于，2013年10月
27日晚， 湘潭金环颜料有限公司与区指挥部
签订了关停退出协议， 这也是关停工作传出
的首份捷报。

以心换心，积极为企业做好服务，这是一个
重要“秘诀”。 为了解决企业“往哪里搬”的问题，
市、区两级主动与江西奉新、岳阳临湘、望城铜
官、雨湖鹤岭等工业园进行对接。 今年年初，昭
山冶金提出企业内剩余的硫酸不知该如何处
理，区指挥部得知情况后，立即与当时仍在生
产的湘潭电化联系处理，在硫酸运送过程中则
全程监督；林盛化学负责人在为企业残留的硫
酸二甲酯不知如何处理而犯难时，区指挥部立
即请市环保局、湘潭大学专家为企业“支招”，
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了处理意见；2013年12
月，金科实业面对151.5克的三氧化二砷处理问
题发愁,只得向区指挥部“求援”。指挥部积极与
多个地区、多家企业联系，最终在3天后联系上
衡阳国茂化工有限公司， 由该公司负责接收。
为了确保安全， 指挥部还派出了岳塘公安分
局、区安监局、荷塘派出所3名工作人员迅速将

其安全运送到接收单位。

职工安置 保障有力
职工安置也是企业的一大头疼问题。 初

步估计，28家化工企业关停后，将产生6000多
名下岗工人。 厂房拆了，厂子关了，职工该往
何处去？ 为力促失业人员再就业，市、区两级
政府认真谋划部署，从摸清底数、提供信息、
职业培训、专场招聘等环节入手，为他们撑起
一片天。

岳塘区人社局根据前期摸底调查的情
况，对竹埠港“退二进三”下岗失业人员进行
了走访，建立了包括家庭状况、失业原因、年
龄、技能、培训需求等内容的档案，开展了政
策咨询、职业援助、技能培训、小额贷款、开业
指导等“一条龙”服务。 此外，竹埠港所在的荷
塘乡、 滴水埠街道还联合其它相关部门， 通

过举办专场招聘会等形式， 邀请各用人单位
为下岗失业人员提供不同类别的就业岗位，
涵盖了机械工、 电焊工、 普工、 保安、 司
机、 保洁员、 家政、 服务员等基层工作。 目
前有62%的人员通过自主择业、 政府安置以
及其他方式实现了再就业， 剩余人员也将逐
步通过招聘会等方式安排就业。 政府这一惠
民生的举措， 不仅为辖区内的下岗失业人员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更是得到了当地群众对
关停工作的支持与理解。

关停28家化工企业后， 岳塘区的财政收
入将失去“半壁江山”。 但岳塘区想到的是

“借钱” 给遇到困难的企业， 以解其燃眉之
急。 由于今年的经济并不景气， 竹埠港地区
的多家企业都出现了资金问题。 在企业征收
款还没有下来时， 岳塘区政府就两次借款给
立发釉彩， 帮他们解除了资金危机。

正是由于岳塘区党委、 政府的真心付出
和周到服务， 企业从心底对政府充满了感
激， 关停工作水到渠成。

承载希望 放飞梦想
站在湘江风光带眺望湘江， 一湾碧水惹

人醉。 竹埠港地区关停28家企业后， 全年将
减少废水排放约160万吨， 减少用煤量约2.5
万吨， 二氧化硫等废气减少排放约70%以上，
空气质量也将明显好转。

而对于这片土地上遗留下来的污染问题，
岳塘区也有自己的解决之道。 今年1月， 岳塘
区政府与永清集团签署合作协议， 合资组建
湘潭竹埠港生态治理投资有限公司， 探索通
过政企合作， 对竹埠港重金属污染开展综合
整治。 合作刚起步， 效果便开始显现， 也为
争取上级资金支持打下良好基础。 现在， 竹
埠港污染治理一期项目已争取到环保部一亿
元的专项环保资金， 完成了立项批复、 施工
设计招标和设计评审， 即将启动建设； 二期
项目已完成了技术方案评审； 三期工程正在
整理相关材料， 即将启动可研编制。 重金属
污染治理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9月29日， 湘潭
竹埠港生态环境治理投资有限公司正式揭牌，
岳塘“污染治理” 模式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退二”之后就要“进三”，目前，省级园区
岳塘经济开发区已经挂牌成立， 政府也出台
了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战略投资者， 计划把
它建设成“产业转型升级高地，现代商贸物流
中心，滨江生态宜居新城”，发展现代服务业、
现代加工业、 现代文化创意产业,吸引更多人
就业,最终造福于民。

湘潭市岳塘经济开发区效果图。 通讯员 摄

竹埠港治污启示录：

不信蓝天唤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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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邹仪
通讯员 欧显庭 周燕妮

李万年，被永州市回龙圩管理区老百
姓尊称为当地柑橘发展的“祖师爷”。

9月29日，我们来到李万年老人家中。
一进家门，就看到：墙角桌上摆了一把枝
剪、一本《回峰蜜柑规范栽培历》和许多荣
誉证书和工作照片。

“做了一辈子的农技工作，我没能给后
代留下什么财富， 只有这三样是可以传给
他们的。”李老指着桌上的物品，淡然地说。

一把枝剪：
带出了一批批技术人才
记者将这把有30几个年头的枝剪掂

在手里仔细观察，套着红色塑胶的手柄已
有些破损，剪子的副钩也已经掉了。 为了
将剪刀收拢起来， 李老用铁丝做了一个

“8”字形的小箍将手柄套上。

“这把枝剪就是他的命根子，以前走
到哪里都带在身上， 还用一个皮套子装
着。 ”李万年的老伴黄力群笑称，这把枝剪
是李家名副其实的宝贝。

“一把剪刀出产量。柑橘要想克服‘大
小年’，就必须得会打枝。 ”李老道出了枝
剪对于农技师的重要性。

这把枝剪是他1981年作为援非农业
专家出国时，特意在北京购买的，跟着他
出过国，既是工具也是教具。

“如今回龙圩的这一批批柑橘技术人
才，都是他的这把枝剪带出来的。 ”黄老在
一旁有些自豪地说。

现在回龙圩随便一位果园主或技术员
走出去就是“土专家”。如今，他们组成剪枝
队、嫁接队等200多支技术服务队，外出挣

“技术钱”，每年挣回400多万元。

一本小册子：
心血凝结的技术结晶

靠着一本 《回峰蜜柑规范栽培历》，
回龙圩人培育出了响当当的“回峰” 品
牌。 而这本栽培历正是李万年多年的心
血与技术的结晶。

为了掌握柑橘病虫害的防治方法，
李万年不知吃了多少苦头。 “1985年，
农场一片区发生大面积柑橘疮痂病， 李
老蹲在果园观察了好几天， 最后竟心痛
得哭了起来。 那是我唯一一次见到老师
流泪。” 龙力生告诉记者。

此后， 李老更加坚定了要印发 《栽
培历》 的决心。 在编制小册子的那段时
间， 李老可谓是废寝忘食。 李万年的儿
子李泳至今还记得， 常常在凌晨3点夜起

时还见到父亲房间的灯亮着， 有时一直
到天明。

1986年， 《回峰蜜柑规范栽培历》
终于印刷出来， 首印1万册， 全部免费发
放。 果农们一听到消息都纷纷前来索要，
几天的功夫就被一抢而空。

“这简直就是一本柑橘栽培的小百
科全书!” 管理区副书记成萍说。

李老现在最喜爱的活动便是去柑橘
园里走走， 果园主也喜欢接李老去柑橘
园里看看。 永济亭办事处李雄茂还记
得， 他承包的13亩果园里， 有2000株
柑橘还是李万年 1987年从邵阳调回来
的树苗， 带领农场职工亲手种下的。 如
今， 李雄茂一家靠这13亩柑橘园实现了
致富梦。 去年， 他家柑橘收入达10余万
元。

金融业支持自治州发展
10家银行3年内提供597亿元融资

本报10月10日讯 (记者 彭业忠 ) 今天上午 ,� 国
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等10家省级金融机构,在吉首
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政府,签署了金额高达597亿
元的银政合作框架协议。

此次， 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行长马天禄
带领省级金融机构的负责人， 来到自治州， 召开湖
南省金融支持自治州发展调研督导座谈会， 联合支
持自治州实施武陵山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 国
家开发银行湖南省分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湖南省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 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等， 决定在3年
内， 为自治州提供597亿元融资， 重点支持自治州基
础设施、 文化旅游综合开发、 高速公路和民生工程
建设。

其中， 9家金融机构与自治州的9户企业， 签订
了银企合作协议， 签订贷款意向金额共49.3亿元， 与
自治州的143个重点项目， 签约金额125亿元的贷款
意向。

责任编辑 李茁 版式编辑 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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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一把“富民剪”

（上接1版）
付从礼告诉记者，分批实施“合格校

建设”、“薄弱学校改造”，每年保证资金投
入至少3000万元以上，80%的山区学校环
境逐步得到改善。

齐唱“教育好声音”
加大财力投入、改进硬件设施，固然

是教育均衡的助推器，而先进的教育理念
同样不可或缺。

走进地处乡村的枫香岗中学，校园文
化精彩纷呈，一点不比城里逊色。 很难想
象，一个1.2万人的乡镇，3年前，学生曾一
度流失得只有150人。

“如今在校学生又增加到350人。 ”校
长王卿华介绍，推行集团化办学，通过城
区国光实验学校的“传帮带”，先进的办学

理念在乡村“开花结果”。
创新集团化办学是永定区教育改革

的突破点。 49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组建
成8个教育管理集团，城区优质学校牵头，
将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教学方法覆盖到乡
村。

强校“带”弱校，一同成长，携梦远航，
共唱“教育好声音”。

天门小学， 被称为“城市中的留守
学校”， 目前2200多名学生中， 仅流动留
守儿童多达1528名， 占比70%。 学校开
设寄宿托管班、 建立心理健康室， 为留
守儿童撑起一片天， 创新出独特的育人
理念。

通过集团化办学，“关爱留守儿童”的
教学理念同样在三岔、沙堤、合作桥等中
心校“生根发芽”。

吹响“改革变奏曲”
“马有垂缰之义， 犬有湿草之恩……”

1月15日， 偏远的四都坪中心学校老教师
周耀社、 符辰明特意给区委书记尚生龙
写了一封信， 感谢政府尊教重教、 兑现
承诺。

为保证山区教师待遇，永定区除了每
人发放6000元的武陵山片区农村教师人
才津贴外，还从区财政中支出，每人增加
3000元的特殊奖金，仅2013年就支出290
万元，以后将随着财力增长而逐年增加。

今年暑期进行的小学、初中全面实行
改革，实现了免试就近入学。 区委书记近
年主持教育专题会议就达10多次， 并给
3620名新生家长每人发出一封征求意见
公开信，得到94%的家长支持。 入学公开

摇号、电视现场直播，全省首创，央视4个
频道予以报道。

“公平公正，真正实现阳光招生。 ”学
生家长、全国劳模龚志鹏的孩子上初中摇
号没有进入愿望的学校，但他心服口服。

“大班额”问题缓解，杜绝了“条子
生”、“关系生”，城区澧滨、崇实小学一个
班的学生控制在60个以内，老师们纷纷感
叹“上课也不用戴扩音器了”。

记者在区教育局办公室了解，5年前，
永定区乡村教师申请进城的就有200多
人，而今年暑期，局里接到申请调动工作
的报告减至54份。

副局长张秋收分析原因 ， 对口支
援、教师周转房建设、优先评优评先评
职称……一系列政策和改革举措，让山区
教师感受到温暖，“留得住，能安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