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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丙垚

当前，湖南一些乡镇、村（社区），尤其
是一些经济欠发达、 边远偏僻的乡镇还没
有形成完善的快递物流体系， 快递物流公
司将快件送到乡镇、村（社区）还得收取额
外费用。这种状态，必然影响着这些地区的

电子商务及新零售产业的发展。
完善乡镇及村社快递物流运营体系，可

以采取各快递物流公司与邮局快递合作的办
法，建立从县城至乡镇的配置物流转运体系；
或由非邮局快递中的快递企业在乡镇布局网
点，其它所有快递公司与其合作，打通快递到
乡镇、村（社区）的“最后一公里”。

其次， 可考虑由各乡镇大型超市与区县城
区的快递网点合作， 建立乡镇超市代收代发快
递网点， 也可以鼓励大学毕业生返乡创建乡镇
及村社快递物流网点， 在3至5年内补贴大学生1
至5万元，支持其正常运营，根据其收件量进行
补贴，待乡镇快递物流成熟后取消政府补贴。

（作者单位：重庆和五岳投资（集团））

湘潭高新区党工委书记 刘硕科

如何化短为长、攻坚克难，加快建设
创新型特色园区、高效益园区，是园区改
革者必解之题。

科学谋划 ，突出改革前瞻性 。国家
层面改革的“四梁八柱”布局已铺开，我
省提出的“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部
署正全面推进，基层园区要以“三定”来
科学前瞻布局 ：定好方向 ，紧跟上级部
署、摸准下情，以实际问题为导向，找准
园区改革的突破口 ；定好盘子 ，厘清思
路 、突出重点 ，瞄准与园区发展息息相
关的领域 ；定好进度 ，园区改革的推进
不可盲目求快 ，也不可畏畏缩缩 。只有
科学谋划改革进程，才能保证在既定时
间内取得成效。

系统联动 ，突出改革协同性 。坚持
做好与中央 、全省改革的协同 。今年初
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开发区改革和创
新发展的若干意见》， 近期省里出台了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大力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 基层园区
应尽快出台相应的改革实施细则；主动
做好与园区主导产业的协同。要侧重对
园区优势资源、 主导产业的因势利导，
比如湘潭高新区要突出对智能制造、新
能源装备等主导产业的协同，为完善园
区产业配套链条提供保障；善于做好改
革实施过程中的协同 。要做到 “改革观
念协同、政策支持协同、机制设置协同、
流程对接协同”， 获取各部门 “同频共
振”的效果。

保持定力 ，突出改革持续性 。在改
革初始阶段要敢破敢立。破除利益固化
的厚重藩篱 ， 解决制约发展的顽固障
碍 ， 形成一批具有鲜明示范性的新制
度 、新举措 。湘潭高新区以推进建设国
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级双创示范
区建设为契机，出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
“1+N”政策体系。在改革推进阶段，要坚
持不懈。湘潭高新区正在打造的院士创
新园和长株潭力合科创基地，就是需要
久久为功的两大改革工程。在改革决胜
阶段，要冲刺到底。改革目标实现的“最
后一公里 ”往往是 “最难一公里 ”。唯有
坚持以改革之力推动强劲发展，才能让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真正在园区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强调方式方法， 突出改革实效性。
重找问题促实效 。今年以来 ，湘潭高新
区围绕产业、技术、机制、政策等四大创
新工程找准短板，着力解决其中的关键
问题 ，进一步激发了改革动力 ；重强责
任保实效。 要实现人才要素合理配置，
强化工作职责任务，引导园区党员干部
以饱满热情和充沛干劲冲在最前线、拼
在最难处 ；重立新规达实效 。全面深化
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要通过基层的具
体方案、具体政策、具体措施来落实，要
按照“三督三察”的要求，真刀真枪抓改
革落地达效。

雷子升

曾几何时，国人出行基本靠脚丈量，但
近30年时间里， 我们的出行工具完成了由
自行车到摩托车再到轿车这三次变革；曾
几何时， 有人认为汉字是中国应用电脑的
“先天不足”， 而今我们却有了多种汉字输
入法，中国的网民达到近8亿；曾几何时，街
头电话亭是一道靓丽风景，可是，因为手机
的迅速普及，这道风景仅“风光”了几年便

成为人们的记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这句

话道出了国人在社会变革时期的感受和心声。
改革开放近40年来， 人们的衣食住行等

各方面都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这些辉煌成
就的取得， 归功于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带来的
方方面面的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产品的更
新迭代，就没有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改革即改旧革陋，改差革次，推陈出新。
一款产品、一部法规、一项制度，随着时间的

推移，就会慢慢地暴露其内在的不合理性，加
以修正、改良、换代，使之契合广大人民群众
的需要，就显得顺理成章。

改革的本质是创新，也是“向善”。
（作者系常宁市一中教师）

尽快完善乡镇及村社
快递物流运营体系

影子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少数民族人
口641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10.1%。笔者认为，
可以在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少数
民族集中的地区， 着力打造少数民族特色民
宿旅游，如土家族的吊脚楼房屋民宿，苗族特

色吊脚楼民宿、侗族特色民宿、瑶族竹木特色民
宿。在张家界、湘西、怀化、永州等旅游氛围好、人
气旺的地方，专门建设一些特色少数民族建筑民
宿项目， 而对外出务工人员多的少数民族乡镇，
可以由乡镇政府进行调查统计、合理修缮其空置
房屋，作为少数民族的特色民宿旅游住宿。

这种少数民族特色民宿旅游在经营上可以

采取多种模式：村民+政府+众筹、政府租用或购
买+转包公司、 村民自我经营+政府补贴+社会
捐资、 公司直接租赁+政府合同公证+村民获取
租赁资金、 公司选址集群开发建设少数民族建
筑运营等， 最终打造出湖南省少数民族特色民
宿集群中心，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

（作者系热心读者）

打造少数民族民宿集群旅游中心

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灵魂

园区发展，向改革要效益

�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除自然条件恶劣外，长期以来，电力

不足也是制约花竹村发展的瓶颈。
“以前，一到做饭时就烧坏电线。”曾

明华说，村民同时用电饭煲煮饭，老电网
都无法承受， 除夕夜也常断电。“不能蓄
水，没法搞种养殖；不能用机器，没法搞加
工；不能上网，没法搞营销。村民只能受
穷。”

2015年，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统筹帮
扶资金663万元，全面改造花竹村电网：改
造升级2.02千米10千伏线路、6.628千米
220~380千伏线路、5个配变区、6台低压综
合配电箱，逐一完成“一户一表”改造，村
民用电难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电力送来光明， 也送来了脱贫的信
心。村里的贫困户开始动脑筋，建设通电
鸡舍、猪舍、羊舍、鱼塘，以高山矿泉水和
自家加工的纯谷物饲养家禽家畜，通过电
商、微商渠道开展营销；利用电力灌溉种
植红肉蜜柚5000株，还计划栽种油茶700
亩。此外，光伏发电项目还可为村集体经
济每年创收5万元。

“电网改造后，花竹村壮大高山养殖
业、种植业、光伏发电三大支柱产业，为村
民脱贫打下基础。”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
负责扶贫工作的谢历冰告诉记者，通过发
展产业，该村去年脱贫56户216人，今年底
将实现整村脱贫。

�荨荨（紧接1版②） 2016年以来，1#、2#机组
陆续启动超低排放改造工程，并分别于2016
年12月、2017年5月改造竣工，提前1年完成
任务。

华润电力鲤鱼江公司不仅自己实现“绿
色发电”， 还帮助当地工业企业告别燃煤锅
炉。华润电力鲤鱼江公司环境健康与安全监
管部部长阳载文介绍， 公司已为周边2家企
业供热，这个月底还将完成20多家企业的管
道建设，可陆续实现集中供热。

破难点： 油烟净化再排放，
扬尘治理下功夫

大气污染源点多面广，但郴州“一个都不
放过”。

入夜时分， 城区南湖路上的烧烤店“烤
匪”宾客满座，厨房里炉火正旺，店内店外却
并无呛人的油烟味， 屋后的排烟管道看上去
很干净，没有油垢。

“烤匪”开张1年多，郴州市环保局北湖分
局监察大队副队长王静却已成“常客”。因为
油烟污染，周边居民投诉不断。王静半开玩笑
地说，每次开展现场执法，基本就是居民跟老
板吵，老板跟执法人员吵。

餐饮店遍布大街小巷， 油烟直排并不
是小事。 在环保部门的督促下，“烤匪”今
年上半年安装了油烟净化器， 并将烟管延
长升至楼顶，进行了隔音处理。经过一系列
改造后， 环保部门现场检测发现油烟排放
已在标准限值之下， 未再接到周边群众投
诉。

目前， 郴州市已完成油烟治理的大中型
餐饮企业和食堂共计2186家，城区改造完成

率达100%。
对PM2.5前体物之一的挥发性有机物污

染（VOCS），郴州开展了专项整治，目前已完
成市城区87家汽车维修店和4S店VOCS治
理；完成了296座加油站油气回收改造工程，
完成率85%。

治理扬尘污染，郴州也下了功夫。在杉
木岭保障性住房项目的施工现场， 记者看
到，30多个喷淋点持续降尘，2台移动雾炮
机正在“执勤”，建筑垃圾覆有防尘网，车辆
出入口设置了过水槽和高压冲洗装置……

据市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介绍， 这样的防扬
尘措施在市区建筑工地已成“标配”。

今年1至7月， 郴州的空气优良率是
90.6%， 与有数据可比的2015年同期相比，
优良率提升了7.4%。 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
蒋红彬介绍，为进一步提升环境质量，创建
空气达标示范城市，去年来，该局委托省环
科院开展为期一年的PM2.5污染源解析，预
计10月可出最终报告， 通过科学系统地分
析污染物浓度超标的真实原因，更好地“对
症下药”。

“林中之城”深呼吸

� � � � 7月4日，蓝天白云映衬下的郴州市北湖公园。（资料图片） 李加诺 摄

刘硕科 通讯员 摄

穷山沟升起
致富希望 ■链接

近年来，我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打好“蓝天保卫战”，成效明显。

加大工业大气污染治理和小锅炉淘汰力
度。实现了燃煤发电机组的全面达标排放，其中
19台燃煤火电机组已完成超低排放改造。全省
67条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已全部完成脱硝设
施建设与改造 。5年来 ， 全省淘汰燃煤小锅炉
2480台， 长沙市城区内已实现无燃煤锅炉。全
面启动挥发性有机物（VOCS）污染防治。

加强机动车环境监管与排气治理，2013年
来全省淘汰黄标车和老旧车46.5万辆。加强面
源污染防治， 城区重点餐饮经营场所基本实现
高效油烟净化设施全覆盖，全面禁止秸秆、垃圾
等废弃物露天焚烧。 强化重污染天气应对和区
域联防联控， 在长株潭地区建立特护期 （每年
10月至次年2月）督查机制。

制定出台我省首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地
方性法规———《湖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于
今年6月1日起施行，将有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
依法开展。

2016年，全省14个市州城市优良天数比例
为81.2%（优良天数为293天）， 较2015年提高
了3.2%，高于全国城市优良天数比例。其中，二
氧化硫、二氧化氮年均浓度优于国家一级标准；
PM10、PM2.5年均浓度分别为76毫克/立方米、
48毫克/立方米，分别同比下降8.4%、9.4%。

空气质量稳步提升

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