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周帙恒 刘笑雪

翻开政府工作报告，部署今年重点落
实的七大目标任务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位列“榜首”。1月28日，省工信厅厅长
曹慧泉在接受湖南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今年要抓好新兴优势产业链，紧盯产业项
目建设年，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带动传
统产业升级，“出‘实招’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

“重点是抓好20个新兴优势产业链发
展，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国之重
器’。”曹慧泉表示，去年，我省集中70%左
右的制造强省建设等专项资金，支持重点
企业、重点项目、重点园区、重点产业发
展，今年将继续落实好省领导联系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制度， 瞄准强链、 补链、延
链，分链优化发展环境，分链引进龙头企
业和重点项目。

曹慧泉说，工信部门还将继续推进产
业项目建设年活动，具体举措包括做好前
四批制造强省重点项目和110个重大产品
创新项目情况跟踪调度和服务协调，再发
布一批制造强省建设和百个重大产品创
新项目， 加快打造100个以上优势特色产
业园区、创新创业园区“135”工程升级版，
创建一批国家级服务型制造业示范企业、
示范项目和示范平台等。

除了要大力支持人工智能、 云计算、
大数据等新技术、新产业推广应用，曹慧

泉表示，还要利用好数字经济，赋予产业
发展新动能，在石化、有色、建材、冶金、轻
工、纺织等传统制造业领域大力实施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让传统制造业“老
树发新枝”。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民营经济是重要
力量。2018年，省委、省政府下发《关于促
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25条干
货十足的政策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定心
丸”。 我省促进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
工作领导小组就设在省工信厅，面对省两
会期间代表委员们关于解决民营企业融
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呼吁，曹慧泉表示，工
信部门将继续采取发布制造业产融合作
“白名单”、推动中小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
项行动、推动资本市场对接中小微企业等
系列措施，为民营企业融资搭好平台。

“还要推动中小企业‘上云’行动，做
好‘个转企’‘微升小’‘小升规’等工作，降
低企业各方面成本，让民营企业领到实实
在在的政策‘大礼包’。”曹慧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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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政堂

1月28日，文富恒代表（左二）、黄建文代表（左一）做客“两会聊天室”，讨论如何用实际行动
守护好一江碧水。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把脉问诊”洞庭湖
立法保护是重点

百姓点题：对于湖南人来说，洞庭湖是养
育我们的母亲湖。去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湖
南彻底整治下塞湖矮围、严肃问责相关干部，
摘除“肾脏”病灶，守护一江碧水。我们治理洞
庭湖、共抓大保护的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下
一步怎么办？

黄建文 ： 大江大湖是岳阳的独特优势。
为了全力治理好、 保护好洞庭湖的生态环
境，岳阳市委、市政府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
率领全市人民打响洞庭湖生态环境保卫战。
去年年初，岳阳出台了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农业面源污染防
治、工业污染整治等11项三年行动重点任务
和责任分工。

作为与洞庭湖最亲近的“邻居”，因水而
美， 因水而兴的岳阳楼区更加责无旁贷。近
年来，市委、市政府牵头组织我们重点抓好
汇入洞庭湖的芭蕉湖、王家河、东风湖等水
系的水环境综合整治，采取养殖退养、网箱
拆除及安装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等举措，保证

“一片清澈入洞庭”。
文富恒 ：去年，省人大常委会开展了洞

庭湖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专题调研，对洞庭湖
进行“把脉问诊”。调研组得知，去年洞庭湖
越冬水鸟数量创近10年之最， 洞庭湖江豚
种群稳定在100-120头之间，这都是洞庭湖
生态好转的生动写照。

有成绩，也有问题。调研组的同志明显
感觉到，洞庭湖变小了、累了、病了，尤其是
下一阶段综合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都是最
硬的“骨头”、最烫手的“山芋”，必须下大力
气解决。 今年，省人大常委会已经明确将加
快洞庭湖保护立法工作列入工作规划，我们
将通过制定出台洞庭湖保护条例，理顺管理

体制、推进综合执法，解决洞庭湖“九龙治
湖”的局面。

在孩子们稚嫩的心里
种下环保的种子

百姓点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湖
南要启动湘江保护治理第三个三年行动计
划， 而湘江保护和治理需要全民参与和共同
行动，怎么让普通的老百姓都参与到保护“一
湖四水”的行动中来？

文富恒： 现在越来越多的公益组织关注
和参与到环保中来，效果不错，特别是很多青
少年志愿者团队，让人刮目相看。我注意到，
我们省里有个叫“走读湘江”的河小青团队，
孩子们利用业余时间在湘江开展调研活动，
溯源而上，采集水质数据、发放问卷调查，孩
子们既学习巩固了书本知识， 又增进了对母
亲河的情感，还给政府提出了不少好建议。

守护一湖四水，需要更多像“走读湘江”这
样的青少年公益团队。今年两会上，我提交了一
份建议，提议将环境保护、环境教育纳入全省中
小学的社会实践课程当中， 每年的寒暑假期间
引导学生重点开展环境保护的社会实践活动，
从小就在孩子们稚嫩的心里种下环保的种子。

黄建文：一个孩子可以影响一个家庭，一
个家庭可以影响周围的环境， 大家都牵起手
来，就能让城市更美丽。所以，岳阳楼区主要
是通过小手牵大手来推动河长制、 湖长制的
落实，让河长制、湖长制深入人心。比如，我们
辖区的王家河街道联合东升小学举行小学生
河长制宣传教育活动，让小学生树立节约水、
珍惜水、保护水的意识，并争做优秀宣传员，
向家长、朋友、邻居宣传河长制工作。

让家门口的“臭水沟”变身“清水塘”
给老百姓“一江碧水”的获得感

百姓点题： 我家住在长沙岳麓区的后湖
边上。这几年，我亲眼见证了以前的“臭水沟”
摇身变成了城市的“艺术名片”，邻居们都说，

这家门口的美景让人看着就觉得幸福。 请问
代表，如何让更多的“臭水沟”变身“清水塘”，
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感？

黄建文： 岳阳楼区辖一座城市内湖———
东风湖。湖区面积有3.67平方公里。周边是岳
阳原来的老厂区、棚户区、洪涝区，污水直排
入湖，被列入省里的黑臭水体治理名单。

2017年4月，省长许达哲在岳阳开展环保督
查，要求切实解决东风湖黑臭水体污染问题，还
广大市民一湖碧水。当即，岳阳市决定以2020年
东风湖湖体水质达到Ⅲ类为目标， 把东风湖修
复为“生态、高端、现代、时尚”的宜居休闲之湖。

市里规划了蓝图，我们区委区政府就“按图
施工”。关停小作坊、清退养殖户、投放净水宝、
修建截污干管等“多管齐下”，东风湖水体水质
得到了有效改善，去年底东风湖水质已由劣V类
恢复到IV类， 东风湖上湖修建的800米景观带，
也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就在前几天，还有群
众给我发信息：“东风湖从‘臭水缸’变成了碧水
湖，我们又多了一个每天散步休闲的打卡地。”

在市直相关部门的支持下， 岳阳楼区计划到
2020年全面消除辖区范围内的黑臭水体， 从源头
上消除污染源，彻底解决城区黑臭水体问题。到时
候，城美、水清、景秀的岳阳楼区，欢迎大家来做客！

文富恒： 老百姓家门口的城市黑臭水体
治理，是他们最关心、也最迫切的实事之一。
要让老百姓从“守护一江碧水”中有更多获得
感，首先要让家门口的“臭水沟”变身“清水
塘”。长沙后湖治理，确实是个非常生动的例
子。我去过多次，治理前后真是天壤之别。

我认为，黑臭水体“臭”在水里、根在岸
上。主要是污水直排和管网不配套的问题，尤
其是一些老城区历史欠账较多， 整治起来有
难度。因此，治理起来要综合施策、统一规划。
要把黑臭水体整治和城市的提质改造、 棚户
区改造结合起来，切实抓好源头截污、管理控
污、末端治污，通过综合治理，让昔日的“丑小
鸭”变成城市的“白天鹅”。

除了城市的黑臭水体， 农村也有黑臭水
体的整治难题。 建议与乡村振兴战略结合起
来，让农村变得更加美好宜居。

“出‘实招’推动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访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

曹慧泉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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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天下水，湘江万古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守护好

一江碧水”，把“一湖四水”打造成湖南的亮
丽名片。

如何用实际行动守护好一江碧水？怎样
永葆“一湖四水”安澜，让老百姓有更多获得
感？1月28日，两位代表做客“两会聊天室”，
和网友们一起聊一聊。

【代表名单】
省人大代表 、 省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

委员会主任 文富恒
省人大代表 、岳阳楼区委副书记、区长

黄建文
【报告亮点】
要“守护好一江碧水”，把长江岸线打造

成美丽风景线，把洞庭湖区打造成大美湖区，
把“一湖四水”打造成湖南的亮丽名片。

推进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
动计划，启动湘江保护和治理第三个三年行
动计划。

新开工100个城镇黑臭水体整治项目。

1月28日，岳阳市代表团的代表们认真审查政府工作报告以及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两会映像

1月29日，邵阳市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奉吻香代表
分享了隆回县依托花瑶民族特色资源发展文化旅游取
得的成效。她建议进一步改善隆回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助力当地特色文化旅游产业做大做强。发言结束后，她
用一曲花瑶山歌表达了自己激动的心情， 并对大家送
上新年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唱山歌，送祝福

湖南日报记者 何金燕

1月29日， 李曦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要拓展高质量发展空间， 必须大力扶持我省民
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 增强我省民族地区发展
内生动力，让民族地区强筋壮骨。

过去这一年， 省人大代表李曦在走访我
省多个民族地区后发现， 当地很多贫困村都
以种植猕猴桃、罗汉果、青钱柳、富硒蘑菇以
及养鸡养鸭养蜂等农产品为主， 内生动力不
足，产业发展基础薄弱。

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依托产业的支撑提高
脱贫质量？李曦建议，制定完善支持民族地区
培育发展特色产业的政策措施， 充分发挥龙
头企业带动作用，大力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
提高整合的涉农资金用于产业发展的资金比
例。

“在产业布局、项目资金安排、要素保障
上对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给予政策倾斜；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特色种植业、特色畜牧业、
特色林产业、农产品加工业、乡村旅游业等产
业，加强特色产业基地建设，加快现代物流体
系建设； 大力引进、 培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不断增强辐射带动力； 大力实施品牌战
略，加大对当地特色农产品的宣传力度。”

在李曦看来，授人以鱼，三餐之需；授人
以渔，终生之用。

李曦代表：

扶持特色产业，
让民族地区强筋壮骨

1月29日下午， 益阳市代表团分组讨论会上， 代表们一同审查省高级人民法院、 省
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陈杰 摄

1月27日上午， 肖红林代表在衡阳市代表团分组讨论时就营商环境的改善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