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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
20年巡礼

永驻心底的深情
———来自吐鲁番的报道（二）

我省打响污染防治
“夏季攻势”

9月30日前着力完成10类重点任务

� � � � 4月22日，吐鲁
番市高昌区一家企
业里，工人们在忙着
生产服装。 近年来，
通过“湘吐情·一户
一工人”培养工程的
技能培训，越来越多
的村民走出葡萄架，
走进工厂稳定就业。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刘笑雪 冒蕞）今天
上午，全省污染防治攻坚战暨“2018年夏季
攻势” 动员电视电话会召开， 标志着我省
2018年污染防治攻坚战“夏季攻势”正式发
起。 记者在会上获悉，本轮“夏季攻势”中，我
省将在9月30日前，着力完成畜禽（水产）规
模养殖场环境污染整治等10类重点任务。

根据会议公布的《湖南省污染防治攻坚
战2018年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本轮
“夏季攻势”的10类重点任务包括：全面整治
畜禽（水产）规模养殖场环境污染问题；完成
进度滞后重金属污染防治专项资金项目建
设；完成县级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整治，全
面取缔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入河
排污口和整治长江干线排污口、排渍（涝）口；
完成尾矿库及其采选、冶炼企业环境污染整
治；全面整治超期贮存危险废物；完成砖瓦行
业环境问题整治，实现全面达标；建立大气污

染防治联防联控机制，淘汰高排放公交车辆，
完成火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完成县级及以
上超标排污垃圾填埋场排查整治； 基本完成
地级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 完善省级及
以上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并稳定运
行。

为了实现可操作、可考核、可问责，《方
案》对每一项任务都明确了省直牵头单位和
相关参与单位， 并将每项任务一一细化分
解，列出了1149个详细的整治项目，每个项
目均明确了主体责任单位和监督责任单位。

据悉，本轮“夏季攻势”将比照中央环
保督察的做法予以调度和考核问责， 省直
牵头单位每月将报送上一个月“夏季攻势”
进展情况。 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联合省政府督查室将定期组织督查并通
报，对进展滞后的地区，将根据有关规定进
行警示、约谈和责任追究。

湖南日报记者 易博文 周静

湖南人的援助，跨越万里之遥，
从湘江之滨送来

坎儿井，勤劳、智慧的新疆人民巧夺天工
的伟大创造，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
我国古代三大工程， 至今仍在发挥巨大的作
用。 参观之际，饮水之余，很自然想起一句话：
喝水不忘挖井人。

坎儿井的水，要开挖几公里、甚至20多公
里地下暗渠，从天山上引来，饮之刻骨；湖南
人的援助， 要跨越万里之遥， 从湘江之滨送
来，受之铭心。

木热提·卡哈尔是吐鲁番市人民医院外
科医生，说起自己的“一帮一”老师———该院
副院长李强，直言自己“收获巨大”，“热合买
提（感谢）！ ”

一次，一名广西游客不小心腰椎骨折，是
转诊乌鲁木齐， 还是就地治疗？ 始终犹豫不
决。 她说：钱不是问题，但你们必须100%地保
证手术成功。

李强副院长来了， 耐心地帮她分析：“就
像你从吐鲁番去乌鲁木齐， 可以坐汽车、高
铁、火车，你说哪种方式100%没有风险？ 但一
个人遇到交通事故的概率，又是多么小呢？ 你
腰椎骨折了，去乌鲁木齐要3个多小时，移动
起来很可能加重伤情；手术并不复杂，我们完
全有能力做。 ”

这么设身处地分析，病人权衡了一下，当
即决定手术。 手术效果很好，病人非常满意，
很快就康复回家了。 从此，木热提·卡哈尔眼
里，不再只有疾病，而且还有病人。

耳提面命，身教言传。 在医疗、教育、文化
等各条战线，在吐鲁番市、区（县）、乡镇，援疆
队员们广泛开展了一对一、 师傅带徒弟式的
培养， 越来越多的木热提·卡哈尔们直接受
益，成了学术上、业务上、技术上的权威、能
手、尖兵。

4月22日，记者在吐鲁番市高昌区湘疆产
业园的新疆盛达丽服饰有限公司见到，130多
名工人正在缝制服装，一个个动作娴熟。 她们
都参加过“湘吐情·一户一工人”培养工程。 这
项工程，与“家门口就业”工程、“一家一助学
就业”同心工程一起，每年帮助5000余人，走

出葡萄架，走进工厂、宾馆酒店、旅游度假服
务区，稳定就业。

艾哈尔古丽·克热木正在缝纫一件件衣
服的袖子。 去年3月，听说有了“湘吐情·一户
一工人”培养工程，吃、住、行、学，全免费，和
家人一商量，就参加了，结业后上岗。 她高兴
地告诉记者，最初3个月，每月1600元，现在，
每个月2600多元哩，“湖南人，亚克西（好）！ ”

记者在吐鲁番， 很快就学会了两句维吾
尔语———“亚克西（好）！ ”“热合买提（感谢）！ ”
因为，这两句话，听得最多，道出了吐鲁番人
民最诚挚的心声。

一个又一个的民生工程，惠及千家万户，
收获政声民心。 7万多平方公里的吐鲁番大地
上，哪怕是最偏远的乡村，也感受到了援疆的
温暖。

葡萄沟导游艾山·吐尔逊，有一个宝贝女
儿祖丽皮耶，聪明、好学、成绩好，去年，考上
了我省在全国率先开办的第一个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以外的初中班———韶山内初班。 尽管
知道会安排得很好，他还是不舍，还是有些担
心：女儿会不会想家，会不会不习惯，会不会
偷偷地打电子游戏不好好学习， 会不会早
恋？

走向未知的路，每一步，都是心灵上的开
疆拓土，都是冲出心理舒适区的进步。 艾山·
吐尔逊下定了决心———让宝贝女儿去韶山。
现在，女儿受着高质量的教育，生活好，很争
气。 艾山·吐尔逊充满自豪，充满感激。

维吾尔同胞的深情， 如天山
雪莲一般纯，如吐鲁番的“白粱液”
酒一样烈

古力夏迪汗·艾合买提，住在吐鲁番鄯善
县鲁克沁镇赛尔克甫村，今年65岁，是一位令
人尊敬的烈士妈妈。 她的儿子、“优秀士兵”吾
买尔·依不拉音英勇牺牲，2013年被评为地区
级、2014年被评为自治区级“与恐怖分子搏斗
的英雄”。

烈士妈妈一直十分怀念自己的儿子。 令
人欣慰的是，去年，老人家又有了一个儿子：
援疆前方指挥部指挥长、 吐鲁番市委副书记
颜海林。 这个儿子经常带着慰问品到村里来
看她，还邀请她到吐鲁番市去玩，到自己家去

住。 还请她去了湖南，听了毛主席为了国家牺
牲了6位亲人的故事。 日子久了，母子俩越来
越亲。 老人家实在太想儿子了，就打电话。 于
是， 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 一个讲维吾尔
语，一个讲普通话，电话里各讲一通，谁都不
知道对方讲了什么，但是，又都明白。

美迪丽古丽·芒尼克，是鄯善县巴扎村的
一个小女孩，2013年，第七批援疆前方指挥部
指挥长姜欣来到她家，和他们认了亲。 姜欣不
仅常帮她、鼓励她，还两次把她带到长沙，参
加了夏令营，去了图书馆，玩了好多地方，有
一次还在姜妈妈家住了一个多星期。 姜妈妈
援疆结束回湖南了，美迪丽古丽·芒尼克躲在
屋里偷偷地哭了。 她想姜妈妈， 想发手机短
信、打电话谢谢姜妈妈，还要告诉姜妈妈，自
己正在刻苦学习， 准备报考韶山内初班，那
样，就能经常看到姜妈妈了。 但是，家里人不
让她碰手机，怕她玩手机，影响学习。 思来想
去，终于，一种传统书信与现代通讯无缝对接
的传播方式发明了出来： 把要说的话写在纸
上，然后让家里人用手机拍下来，发微信。 于
是，这样的照片，时不时、一张一张地，发到了
姜欣的手机上。

援疆队员们进村入户， 与维吾尔族等各
族兄弟姐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 每
家每户，都把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最好吃
的东西端上来。 援疆前方指挥部成员、吐鲁番
市委副秘书长陈瑞芳和阿依古丽·买明结成
了帮扶对子，陈瑞芳不断地鼓励她，给予必要
的物资帮助，还带她去看病。 去年7月的一天，
陈瑞芳住在她家的时候， 主家居然准备了一
只烤鸡。 不到30岁的阿依古丽·买明带着3个
年幼的孩子， 丈夫没有一分钱收入， 家里很
穷，不是汤饭就是馕，哪来的鸡呢？ 细打听才
知道，是孩子们的外公为了表示感谢，走了很
远的路，专门送过来的。

这可能是天底下最难下咽的鸡了！ 陈瑞
芳噙着眼泪、如鲠在喉。 旁人看来，这是一只
鸡，但对她家来说，这是大餐，是盛宴！ 孩子们
都舍不得动筷子，自己怎么吃得下呢？ 阿依古
丽·买明看到陈瑞芳客气， 就不停地夹给她，
夹了满满的一碗，堆得像小山一样。

纯朴的维吾尔同胞， 表达感谢的方式多
种多样，但不管哪一种，情都如天山雪莲一般
纯，如吐鲁番的“白粱液”酒一样烈。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雷鸿涛 刘辉霞 黄
鑫）今年是洪江市“作风建设执纪问责年”，
为坚决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该市纪
委严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相关问
题。 4月27日，市纪委相关人士向记者透露：
今年1月至4月20日， 该市约谈相关责任人
39人， 单位及个人主动上交违规资金共计
11.42万元，退缴单位财政共计24万元。

洪江市将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
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民心工程”来
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和决心持
续释放正风肃纪的强烈信号， 多措并举推

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实施细则落地生
根。针对“四风”问题由明转暗、由地上转地
下，穿上了“隐身衣”、玩起了“捉迷藏”的现
象，从3月份起，该市积极探索建立“巡审结
合”模式，实现巡察监督与审计监督优势互
补，发挥巡察、审计“双剑合璧”作用，找准
查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

今年一季度，洪江市共组织明察暗访5
次，检查单位235个（次），处理11人，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8人，下发问责通报6期，问责
处理37人，通报单位21个，通报曝光典型
案例6件。�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

员 叶建武）今天，文化和旅游部官方网站公
布了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项目 )创建资格名单，我省永州市入选示范
区创建资格名单，张家界市的“打造地域特
色多民族民俗文化新名片”项目、邵阳市的
“以民族节庆助推公共文化建设” 项目入选
示范项目创建资格名单。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
建是文化和旅游部（原文化部）、 财政部在
“十二五” 期间共同开展的一项战略性文化

惠民项目，于2011年启动，旨在探索建立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保障机
制，为同类地区提供借鉴和示范，为国家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和实践经验。

此次入选的3市各具特色。 永州市文化
资源总量位居全省第2，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健全，有江华盘王节、双牌阳明山“和”文化
节等丰富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一宫两馆
四中心” 项目等重大项目都将于近两年完
成；邵阳以城步“六月六”山歌节、绥宁“四
八”姑娘节等地域文化为抓手，大力开展文

化和旅游建设，创新、复排多部舞台艺术作
品，扩大群众的文化活动阵地、丰富文化产
品； 张家界市将民族民俗文化与精准扶贫、
美丽乡村建设、旅游相结合，通过湖南卫视
《直播苏木绰》、推广“一乡一品”特色文化活
动、举办元宵灯会等民俗活动、打造知名旅
游演艺节目等系列举措，有效推动了公共文
化建设。

目前，我省已有长沙市、岳阳市获得国
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称号，长沙市更
成为全国6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示
范地区”之一；衡阳市“公共文化服务进社区
活动”、 常德市“鼎城民间艺术团体惠民演
出”、郴州市“东江旅游摄影艺术惠民公益平
台建设”、株洲市“‘乡村大舞台’文化服务
点” 等4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已通过验收。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记者 黄利飞）A股上
市公司2017年年报披露已收官， 除千山药机
因故未能如期公布年报外，其他102家湖南上
市公司皆“亮”出了去年成绩单。 2017年，102
只湘股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673.68亿元；合计
实现净利润250.64亿元。 其中2017至2018年
登陆资本市场的19只湘股， 合计贡献了营收
197.82亿元、净利润22亿元。

传统工程机械、钢铁、冶炼等周期行业去

年实现“逆袭”。 代表企业华菱钢铁、中联重科
和株冶集团的营收皆有不同幅度增长，3家企
业净利润增幅巨大， 分别达到41.2亿元、13.3
亿元 、5544.9万元 ， 同比分别增长 490% 、
242%、168%。

医药湘股表现“冰火两重天”。 爱尔眼科
实现营业收入59.63亿元， 同比增长49.06%；
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7.76亿元， 同比增长
41.87%，营收、净利双双高速增长，夯实了行

业龙头地位。 其他药房连锁湘企、制药湘企皆
表现不俗。 但昔日创业板“白马股”尔康制药
去年深陷信息披露违法危机， 净利润同比下
降34.31%；千山药机因涉及民间借贷，会计师
事务所无法按期出具审计报告， 公司无法在
法定期限内披露年报。

2017年，湖南有17家公司上市；御家汇和
湖南盐业今年上市。 除湖南盐业为省属国企
外，其他皆是电子信息、新材料等战略新兴行
业的民营企业。 上市首年，个别企业业绩小幅
下滑，大多数企业展现出“小而美、发展速度
快”特色。 如“IPO电商第一股”御家汇，去年实
现净利润1.58亿， 同比大幅增长114.85%；岱
勒新材净利润 1.11亿元 ， 同比增幅高达
183.33%。 （相关报道见第4版）

巡审结合 明察暗访
洪江市多举措推动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朱永华

5月1日，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客流高峰
期实地考察调研节假日期间长沙公共交通
组织、旅客出行等情况，专题调研轨道交通
运营管理工作。 他对城市轨道交通管理体
制、运营机制、配套设施等提出了具体明确
的意见，希望有关部门提高运营管理效率，
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方便群众出行。

有别于往日各种宏大布局、运筹帷幄，
杜家毫这次把目光投注在与民生建设紧密
相关的城市交通上， 呼应了他以前多次提
出的主张：搞好群众身边的“微建设”“微服
务”，让人民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重视“微建设”、关注“微服务”，是这些
年来杜家毫书记一直倡导的施政理念。 几
年前， 他曾分享了自己在长沙骑自行车的
体会， 指出长沙城市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缺
失与不足。 在这次考察中，杜家毫买票、候
车， 在人头攒动的车厢里婉拒其他乘客让
座的善意举动， 以一名普通旅客的身份和
视角，实地感受地铁和城铁的人性化设计、

便捷化程度。他针对城铁列车车次较少、间
隔时间较长、上座率低的弊端，要求长沙市
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等部门， 以 “四完
善”“两加快”为切入口，加快推进城际列车
“小编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让城际列
车在加快长株潭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出更大
作用。

“微建设 ”“微服务 ”，虽然不怎么 “起
眼”，却是民众之所想之所盼，事关他们生
活质量的改善。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离不开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大建设”“大
项目”，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微建设”同
样不可或缺。

“治大国如烹小鲜”。党的十九大进一步
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尽管目前
广大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
是，城市区间交通服务、均衡教育、方便医
疗、农村公路、农民饮水、电网改造、垃圾处
理等许多方面，与群众的期望、要求还有一
定距离。杜家毫的念兹在兹、身体力行，给了
全省领导干部一个鲜明的提示：搞好“微建
设”“微服务”，同样是大政绩、大功劳。

三湘时评

抓好“微服务” 提升幸福感

第四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项目)创建资格名单公布

永州张家界邵阳入围

102只湘股2017年年报披露

传统行业“以亮丽成绩‘逆袭’”
2017年以来登陆资本市场的19只新股大多业绩高增长

� � � �湖南日报5月2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
讯员 唐龙海）日前,省检察院召开依法保
护产权、优化发展环境座谈会，省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游劝荣出席并讲话。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省政协委员，
省检察院人民监督员等应邀参加。

游劝荣要求， 全省检察机关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
移地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真正形成提高服
务经济发展的高度自觉。要端正司法理念，
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到每
一个具体案件的办理中。 要充分发挥法律

监督机关的职能作用， 全面加强对刑事立
案、侦查、审判、执行的监督，健全检察环节
有效防范、及时纠正冤错案机制。要积极开
展专项行动， 推动保护产权和优化发展环
境决策部署的落实。

游劝荣强调， 全省检察机关要始终坚
持理性、文明、平和、规范的司法理念，切实
提高一线执法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执法
水平。要紧盯过去的不规范司法行为，深入
整改，举一反三，促进规范司法。 要始终牢
记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 自觉接受社会各
方面的监督， 把检察工作置于全方位监督
之下，确保检察权在法治轨道下运行。

坚定不移加强产权司法保护

� � � � 5月1日， 南华大学附二医院， 肾移植中心的医护人员在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当天
中午1时， 该院得到一个人体器官志愿捐献的信息后， 立即开展志愿捐献协调工作， 经
过医务人员13个小时的不间断努力， 5月2日凌晨2时， 捐献者的两颗肾脏被成功地移植
到两名患者的身上， 让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 捐献者的肝脏和一对眼角膜也被全国人
体器官捐献分配系统随机分配到其他医院开展移植。 蔡斌 曹正平 摄影报道

13小时的生命接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