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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2015年9月25日 星期五7

湖南日报记者 冒蕞

惟楚有才，於斯为盛。湖南这片热
土，历来不乏干事创业的党外英才。

党外代表人士， 是巩固党的执政
地位、 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
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如何让党外
代表人士的智慧力量得到更好发挥，
在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彰显最大价
值？

从制度保障到机制创新， 从人才
选育措施优化到凝聚思想共识，9年
来，湖南连年着力，孜孜以求。三湘大
地， 一幅党内党外和衷共济的璀璨画
卷，徐徐展开。

“请君登船”，
奠定制度宏大格局

制度、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往往决
定了工作的格局和成效。 正如铺呈的
画布，足够广阔平整，才能承载起兼具
气魄与神韵的画作。

从1997年发挥党外代表人士作用
写入《中共湖南省委重大问题决策程
序（试行）》，到2010年省委出台《关于
加强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意见》，
再到2012年湖南制定贯彻中央《关于
加强新形势下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制度基础不
断夯实， 湖南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
的目标措施日益明确。

得益于此，9年来， 党外干部培养
选拔工作， 始终作为湖南干部队伍建
设和人才工作总体规划中的重要内
容，任务刚性不断提升。

工作机制的突破， 更成为落实制
度的关键。 湖南在全国率先建立省委
组织部、省委统战部联席会议制度，运
用“六个共同”工作机制，顺畅推进党
外干部培养选拔和合作共事工作。

“两部共同发力，决策更为精细科
学，落实工作更见实效。”省委统战部
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潇说，把党外代
表人士们实实在在“请上船” 同舟共
济， 才能把中国梦的湖南篇章写得更
加精彩。

精心培用，打造优质人才队伍
“我成长的每一步，都离不开组织

的培养和信任。”民革省委常委蒋涤非
回忆过往， 历任中南大学建筑设计学
院院长、株洲市副市长，现任省建筑设
计院院长， 他感慨良多，“从学界跨入
政界再到企业界， 每一步都有新收
获。”

在分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任上，
蒋涤非专家学者的知识技能和严谨态
度，让工作更为精细有效，这也直接体
现在株洲近年来城市面貌的巨大改
善。

而行政岗位上历练出的开阔视角
与社会责任感， 让如今担任企业管理
者的他更关注省建筑设计院的转型发
展，更重视经济、社会效益的结合。

岗位数次调整， 无不围绕着蒋涤
非在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领域的专业
优势， 折射出湖南在培育和使用党外
人士中一以贯之的做法———“量身定
制、精心培育”。犹如艺术家作画前，精
心挑选、调配每一种颜料，才能在最具

美感的位置填上最合适的色彩。
这些年，湖南从基层和高校“两个

源头”广汲“活水”，精心选择培养党外
优秀人才并大胆任用， 让他们在不同
层级、不同岗位、不同职务上历练综合
能力， 不少党外代表人士被委以部门
正职重任。2013年，娄底市一次性安排
4名党外人士担任审计、规划、统计等
政府部门行政正职。

精细的培养机制促进了湖南各领
域优秀党外人才脱颖而出，形成了数量
不断增加、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
化、作用充分发挥的良好局面。一批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中的领军人物脱颖
而出，其中就有致公党中央常委、国家
工商总局副局长甘霖、农工党中央专职
副主席龚建明、民革省委主委、中南大
学副校长田红旗等重量级人物。

截至目前， 全省党外人士担任各
级政协委员、人大代表2.8万人，担任实
职党外干部2万余人， 其中厅级以上
170人，县处级以上2000余人，党外正
职660人。

联谊交友，壮大共同奋斗力量
“统战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

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做好新形势
下统战工作，必须善于联谊交友，壮大
共同奋斗的力量。

2005年，湖南省委出台《关于建立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与党外代表人士交
朋友制度的意见》，省委常委与高层党
外代表人士联谊交友， 由制度逐渐上
升为一种政治生态。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

守盛率先垂范， 与袁隆平院士结为挚
友， 多次亲自赴湖南杂交水稻中心看
望慰问袁院士，与他恳谈交心，帮助他
改善工作、科研条件。

如今，在湖南，各级各部门都通过
这种方式与党外代表人士缔结了亲密
友谊， 深化了彼此思想共识———为实
现“中国梦”而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党
组）充分信任，充分保障党外人士参政
议政权利， 进一步增强了大家的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正如作画时讲求笔触气韵和谐统
一，唯此方能成就佳作。

农工党省委副主委、 中南大学副
校长张灼华，无疑是这幅“画作”上浓
墨重彩的一笔，他不仅在科研、教学领
域成就斐然， 运用专业知识破解疾病
难题更彰显出知识分子的民本情怀。
今年6月， 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会上，
张灼华自费赴西北省份的调研成
果———关于研制包虫病诊断防治技术
的建议，受到全国政协的高度重视。

九三学社社员、 中科院亚热带农
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科学家印遇龙 ，
2000年放弃了加拿大优厚的工作条
件，义无反顾回到湖南工作，先后取得
多个国家、省级科技奖项和专利授权，
为湖南生猪产业转型发展作出了卓越
贡献，201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同心奋进的良好氛围下，湖南
广大党外人士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
势，立足本职岗位干事创业，积极参
政议政服务发展， 在党内党外和衷
共济的画卷上， 展现着绚烂而独特
的风采。

通讯员 杨开颜 钟毅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 � � � 名片
陈灿，29岁， 益阳市资阳区茈

湖口镇人，职业学院毕业后，他子
承母业，从事食品加工，注册了湖
南美食汇电子商务公司， 在互联
网上 “炒 ”卖湘菜 。他的公司成为
我省目前网上最大最专业的特色
食材供应商。
� � � � 故事

8月底刚从西欧考察回来，9月初
又到杭州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食材节
暨第八届中国酒店特色原料联盟大
会……9月中旬在接受采访时， 陈灿
说：“忙碌并快乐着。 公司走上了正
轨，自己虽然很忙，但觉得轻松。”

2008年时， 陈灿可不是这样
的。回想那时的情景，陈灿说，现
在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从湖南一所职业学院毕业
后， 陈灿到浙江一家公司搞机械
设备销售。 不错的销售业绩带来
了丰厚的报酬， 但母亲一个电话
使他不得不辞去工作， 回到益阳
的乡下。 陈灿的母亲在2003年创
办“乡里香”土菜食品公司，是益
阳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但2008
年商业上一场意外变故， 让公司

血本无归，客户流失殆尽。
陈灿接管公司，从零开始，重新

创业。 他自己开车跑到浏阳乡下，一
家一户打听，请技术员；为赶上早班
车发货， 他凌晨三四点起来做酱卤
菜，忙完当天的，又得准备第二天的，
日夜连轴转；他带着样品到长沙高桥
市场， 一家一家推销……一年下来，
他瘦了不少， 但公司销售额达到了
200万元。

“我们做食材的因产品同质化，
同行恶性竞争，客户压价，做得很辛
苦很累。”陈灿说，到2013年，尽管公
司销售额达到了1800万元， 但他觉
得必须作出一些改变。去年初，他尝
试做电商，上淘宝、天猫卖产品。

“第一个月没有一笔生意，第二
个月总算开了张， 是海南一个客商
要30包‘湘西外婆菜’。”“触电”虽不
顺，但网络平台开放、放大的效应和
巨大的市场潜力， 让陈灿看到了希
望。去年8月，他注册了湖南美食汇
电子商务公司，全力开拓电商市场。
为了让产品有差异性和竞争力，他
砍掉了原来三分之一的经销商，同
时通过企业联盟和品牌合作， 来丰
富合作伙伴和经营品种。 这样一减
一加，陈灿的品种由10多个发展到
200多个，客户由不足100个增加到
3000多个。从去年8月到今年8月一
年间，“美食汇”10人团队交出了销
售额达1700万元的成绩单。

在成功打开酒店、餐馆食材市
场后， 陈灿又新推出“家庭御制
菜”。他请来最好的厨师，采用上等
食材， 生产加工湖南名特美食。消
费者在家打开冷冻快递送来的菜
肴，加热便可食用，很方便。

谈及今后的目标， 陈灿说，他
计划以加盟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开
连锁直销形象店， 实现线上下单、
线下提货，打造中国顶尖O2O（线
上线下）社区餐饮品牌。

和衷共济
———湖南统战9年印象之二

我的“湖南味”，
你的“桌上鲜”

陈灿 图/张杨

湖南日报9月24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司念伟）来自俄罗斯的外国专
家弗拉基米尔夫妇，在岳阳教书育人，
工作生活了14年，这里成了他们的“第
二故乡”。中秋节前夕，省外国专家局
专程赶赴湖南理工学院， 向他们送上
节日的祝福。

“这将是我在湖南度过的第14个
中秋节！”今天上午，弗拉基米尔接过
省人社厅副厅长、 省外国专家局局长

黄赞佳专程送上的中秋月饼。
2002年， 弗拉基米尔从俄罗斯来

到岳阳，14年来， 一直在湖南理工学院
从事油画和素描教学工作。由于他在教
学事业上的突出贡献，2004年， 弗拉基

米尔获得中国政府授予外国专家的最
高奖项“国家友谊奖”，同年还获得省政
府颁发的“潇湘友谊奖”。今年9月3日，
弗拉基米尔夫妇受邀参加了在北京举
行的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活动。

在湖南理工学院， 外国专家目前
一共有25名。 从1985年首次引进外国
专家以来，已先后有110余名外教来该
校任教。 该校先后被评为国家和全省
引智工作先进单位。

岳阳成俄罗斯专家“第二故乡”

29岁的益阳小伙陈灿在网上卖湘菜
食材，生意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