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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蹲点见闻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谢立松 李亮

马尼拉草， 是冷水江市锡矿山复绿的“功
臣”之一。5月29日清晨，在初夏阳光照耀下，上
百亩绿油油的马尼拉草折射出灿烂的晨阳，焕
发出蓬勃的生命力。

资江穿城而过，被誉为“世界锑都”的冷水
江市锡矿山耸立其中， 这座拥有121年开采历
史的矿山， 曾因工业开发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
染，漫山遍野的矿物废渣让山体满目疮痍。痛定
思痛之后，锡矿山选择负重前行，思索出“污染
治理、生态修复、民生改善、产业转型”的变革之
路，破解传统工业区发展难题。

度过至暗时刻， 目前的锡矿山正不断汇聚
着绿色与希望，实现新生。

半个小时的车程， 就能从冷水江市区来到
锡矿山脚下，上山的公路纵横交错，一辆辆满载
矿石的货车在此间穿行。

站在锡矿山山巅， 一幅现代工业科技与农
耕文明交织的诗意画面呈现在记者眼前： 一栋
栋厂房和民居点缀在满山的绿意之间， 山腰上
的居民在田间劳作。

“绿色，曾经是锡矿山的‘稀有物’。”冷水江
市地质环境站站长刘毅正在炭家湾上例行检
查， 他如数家珍一般向记者介绍山上的植物，
“这些两三米高的是大叶女贞，一米左右的是名
为七里香的灌木，旁边是红叶石楠和桂花树。”

为了重现绿色，锡矿山如同壮士扼腕，一面

淘汰落后产能，一面开启艰难的复绿之旅。
2015年，“矿山复绿” 示范工程正式实施，

寻常土地里能种的植物在此都无法生存。 经过
多次试验，最终成功制定了以马尼拉草为主，抗
污染树木为辅的复绿方案。 盖上层层防护膜阻
隔山表残留的废渣，再覆上泥土供植被生长，植
被生长又能起到固土的作用。

如今，炭家湾上已种植330亩草坪，第3期
的600亩正在全力施工当中。

山坡上，当地居民李艳正埋头割着枯草。作为
绿植维护的志愿者，她每天上午都会上山“转悠”。
“夏天到了，这些不知名的杂草长出来很快会干枯，
而枯草最易引发山火。我们十几个家庭妇女就自发
成立了一个志愿团队，轮流保护这些‘宝贝’。”

这样的割草志愿者在锡矿山不是唯一，七
星居委会党支部书记曾文平告诉记者，早从10
年前开始，就有村民自费植树，在先行者的影响
下， 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了义务植树护林队
伍，每一位矿山人都在为重塑家园而努力。

七星居委会曾经是污染最严重的核心生产
区，而现在，这里的植物覆盖率达到了80%，生
存率超过96%。

绿色的回归， 让矿区的生活环境得到了大
力改善，文化中心、休闲广场、观光的绿地相继
建成使用。

“锑业的摇篮沐浴百年风雨，几代人的开拓
铸造锑都辉煌。创业的足迹，铁打的脊梁，炉火
燃烧炽热……”午饭过后，锡矿山56岁的退休职
工刘伟初便拿着小提琴赶到锑都文化广场，他

与10余名昔日的工友组成了一支老年乐队，每
天闲暇时便聚在一起排练，《锑都之歌》 是他们
最喜爱的一首。

去年刚退休的刘伟初是乐队里最小的成
员，年纪最大的有70多岁了，变好的环境让这
些离开的老职工重返家乡， 他们的人生轨迹随
着锡矿山起起落落，一路向前发展。

不远处，一批批游客走进“锑文化”博物馆，
领略世界领先的矿物提取工艺；走进“忆苦窿”，
感受旧时矿工的艰辛时代；走进羊牯岭碉堡、烈
士纪念碑，触摸红色记忆的脉搏……

■蹲点感言

老矿区的涅槃新生
无可否认， 百年老矿的复绿新生之路充满

荆棘险阻，但是，冷水江锡矿山人却以坚强的意
志打赢了一场“复绿”保卫战。

采访过程中， 记者感触最深的是这些矿山
人，无论是居民，还是干部职工，都把每一棵绿
树、每一株绿草当成“宝贝”，他们期盼着清新的
空气、湛蓝的天空、茂密的树林。好的环境，是他
们对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

与此同时，流淌过百年历史，饱含文化底蕴
的工矿旅游成为锡矿山的另一笔“富矿”。奔走
过漫漫征程，在传统工矿业的基础上，老矿区翻
开旅游新篇章，正以崭新的姿态涅槃新生。

湖南日报记者 徐荣 通讯员 陈静

“师傅，这20亩田全部种上南瓜，应
该能喂饱150头藏香猪和95头黑山羊。”
6月初， 湘潭县分水乡分水村莲塘组，小
个子肖加强正在新耕的田地里种南瓜秧
苗，见到师傅左新军来到田埂边，他赶紧
从田里上来，和左新军“合计”今年的农
事。

肖加强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 在左
新军的帮扶下，他不仅脱了贫，而且还有
了自己的产业。如今他接过扶贫接力棒，
从被扶贫对象变成帮扶者， 扶助了同村
的肖业盛、左佑生、肖湘乾3户贫困户。肖
加强坦言， 自己能有今天离不开引路人
左新军。

左新军是湘潭县分水乡的退伍军
人。2003年，左新军从部队回来，放弃高
薪工作，立志发展家乡农业，创办了迅丰
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从事农产品的种植
养殖和加工。在自己产业做大的同时，左
新军始终没有忘记身边有困难的邻居。
从2007年开始，他就以送鸡苗、回收蛋
和鸡等方式，帮扶村里的困难乡邻。

肖加强是左新军帮得最多的贫困
户。“小伙子有梦想，有干劲，想创业。”左
新军介绍，肖加强的父母都身患残疾，肖
加强遗传了母亲的疾病， 如今身高不足
1.4米。“之前找工作屡屡受挫，只能靠养
羊勉强度日。”肖加强说。左新军主动找
到肖加强，扶贫更扶志，鼓励他做大养殖
规模，创办合作社，并帮他跑回了所有创
办手续。如今，肖加强创业小有成就，猪
圈羊舍里存栏藏香猪、黑山羊200多头，
还被湘潭县评为“莲乡创业新星”。

“按道理，像肖加强这样，去年年收
入都有8万元，我完全可以放手了。但听
说他还想扩大规模，今年，我又无偿拿出
自己流转的20亩土地，给他种植养羊的
饲料。”左新军说，“扶上马送一程”的原
因是，一个人的扶贫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只有让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 加入到
扶贫行列中来， 扶贫的接力棒才能一棒
一棒传下去。

当年， 帮扶的接力棒传到左新军手
中时，正是左新军创业受挫，最需要别人

拉一把的时候。“2010年鸡场里一次性
死了6000多只鸡，亏了20多万元。”左新
军回忆道,“是战友、朋友、亲人的鼓励，
和大家你5000元、他2万元的资金支持，
才‘扶’起了自己差点‘流产’的创业梦
想。”

后来，左新军东山再起，养殖规模越
做越大， 扶贫事业也越做越火。2017年
至2018年,他共计帮扶了70多户贫困户。
左新军的励志故事和扶贫事迹传到迅达
集团创始人周宝莲的耳朵里,此时，致力
于慈善事业的周宝莲正在寻找造血式扶
贫引路人。

左新军至今还记得周宝莲找到他
时，两人的对话。“我送两台收割机给你，
你去给贫困户收稻子， 可好？”“不要。我
想发展产业。”“你想发展什么产业？”“我
们这里土地资源丰富， 家家户户都有种
红薯的传统， 我想做红薯加工。”“好，我
免费提供红薯粉加工设备给你。 我还建
议你把村里荒废的小学部利用起来，做
成加工厂。”

就这样，左新军在周宝莲的支持下，
办起了红薯加工厂， 这是分水乡第一个
农产品加工企业。 左新军以每百斤高于
市场价20元的保底价格, 收购农户种植
的红薯。在左新军的带动下，分水乡周边
的红薯种植面积从2014年的不足10亩，
扩展到2018年的800多亩。去年，光是在
他的红薯基地种红薯的贫困户就达33
户。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颗向善的种
子。”左新军深谙“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的真谛。如今，他帮扶小个子肖加强
创业，做大养殖产业，就是想让肖加强心
中那颗种子发芽、 开花。“只有扶贫接力
棒不断传递，一帮十，十帮百，这样,扶贫
领域才有源源不断的活水来。”

田埂边， 左新军给肖加强讲创业经
验、营销理念，肖加强向左新军汇报扶贫
进展。去年，肖加强免费给贫困户肖业盛
送去了两头藏香母猪和一头公猪， 指导
肖业盛养殖。今年，肖加强又请了两个贫
困户到地里种南瓜， 他还打算吸纳更多
的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用自己的力量去
帮助更多人。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李太保）省审计厅近日统一进点
开始实施53名省管领导干部经济责任
审计。 此次审计聚焦领导干部权力运行
轨迹，聚焦涉及重大资金、资源和资产的
经济事项， 重点揭示重大政策措施执行
不到位、重大风险防控不力、严重侵害群
众利益、 严重损毁生态环境和违规决策
造成重大损失浪费等问题， 力戒审计过
程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一线审计
人员减负， 为被审计领导干部和被审计
单位减负。

为了确保此次经济责任审计聚焦重

点，该厅根据审计评价重点，列出重点审
计事项清单。同时，对每一项重点审计的
经济事项， 提出必须排查的重大风险和
问题，列出排查重点问题清单。两个清单
均纳入审计实施方案，实行销单制。

该厅对经济责任审计中其他事项也
作出了调整。例如，统一执行审计进点会
议方案，简化会议程序，压缩会议规模；
废止被审计领导干部所谓“述职”事项，
改为提交一份与审计内容相关的履行经
济责任情况的简要书面材料； 废除与被
审计领导干部和相关人员的程序式谈
话，改为带着问题和疑点走访求证。

绿色归来
———冷水江市锡矿山见闻

湖南经济责任审计聚焦重点
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通讯员 蒋宁
记者 左丹）6月5日下午，“领导干部上讲
台”———国企公开课中南大学专场报告
会在该校科教楼举行。 中国五矿集团有
限公司党组书记、 董事长唐复平走上讲
台，为中南学子讲授公开课。中南大学党
委书记易红出席报告会。

国资委、 教育部于今年4月联合启
动“领导干部上讲台”———国企公开课
100讲、国企骨干担任校外辅导员活动。
活动首批选择了50家中央企业和50所
高校一对一结对子， 中央企业领导进高
校为学生讲授公开课，每家企业遴选2名
业务骨干担任高校校外辅导员。 中南大
学与中国五矿集团是此次首批“结对子”

的伙伴。
唐复平在主题报告《新时代新国企

新五矿》中，从“强企必靠强国、强国必有
强企”“国企呼唤改革、 改革重铸国企”
“青春之中国、青春之国企”等三个部分，
结合中国五矿改革发展的实践案例，讲
述国企改革发展历程和中国五矿转型发
展的成就， 展示国有企业迈向世界一流
的使命和路径。

中南大学与中国五矿集团多年来在
科技创新、产业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合作，建立了深厚友谊。当天，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中南大学相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以及该校500余名师生到场
聆听了此次报告会。

中国五矿“掌门人”走上中南大学讲台

自己不倒，扶起70多户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冯向前 左志国）岳阳市城陵矶港松阳湖铁路
专用线近日正式开工建设。

岳阳市城陵矶港松阳湖铁路专用线是湖
南省重点建设项目，也是《推动长江干线港口

铁水联运设施联通的行动计划》 的12个重点
项目之一，属中央督导项目。项目途经岳阳楼
区和云溪区，接轨于华能电厂三期电厂站，继
续向东北延伸， 于新港南侧原省道S201和长
江路之间设新港站。 利用城陵矶工业站地方

铁路和华能电厂三期既有线6.125公里， 近期
新建线路全长2.457公里， 预留城陵矶站至岳
阳北站疏解线4.028公里。

项目总投资5.15亿元， 建设工期22个月。
其中， 城陵矶工业站是城陵矶港铁水联运的
铁路运输中枢， 工业站联结京广铁路与蒙华
铁路并网，实现水铁联运无缝衔接，将大大降
低周边企业及物流园的成本。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
员 肖成正 邓和明）今日，记者在嘉禾经开区
看到， 投资1.8亿元的大爱机械铸造项目已竣
工，即将投入生产。该项目今年1月开工，达产
后可实现年销售额1.33亿元以上。

今年， 嘉禾县计划实施重点产业项目82

个，总投资301.8亿元，年计划投资90.4亿元。
为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建设， 该县实行县级领
导包工作协调、包问题解决、包督促落实、包
目标实现的“四包”责任制。实行项目形象进
度和项目建设指挥部双重考核机制， 要求责
任单位和服务单位严格落实项目问题清单

制、交办制、承诺制、台账管理制、清零制等
“一单五制”。

同时，该县深入开展重点产业项目“集中
审批、集中攻关、集中突破”百日攻坚专项行
动，突出解决制约项目建设的土地、规划、环
评、施工、资金等问题。总投资20亿元的绿色
智能铸造产业园从签约到开工仅用了4个月，
创造了产业项目建设“嘉禾速度”。

服务优则项目推进快。据介绍，截至5月底，
嘉禾县今年82个重点产业项目中开(复)工81个，
完成投资42.3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46.8%。

城陵矶港松阳湖铁路专用线开工

嘉禾县前5月开（复）工重点产业项目81个
完成投资42.3亿元，占年度投资计划的46.8%

湖南日报6月10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 吴多拉） 记者今天从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 刚刚过去的端午
小长假及高考期间，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
启动一级勤务， 共出动警力3.9万人次，
出动警车1.2万台次， 全力以赴护航高
考、保安全保畅通。全省发生一般程序道
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
同比均下降70%以上。

今年端午假期与高考时间重合，群
众节日出行、考生赴考、暴雨天气等情况
交织叠加。据统计，高速公路通行总流量
高达667.7万台次，同比上升7.1%。全省公
安交警部门主动掌握天气变化和考点分
布情况，提前摸排龙舟竞赛等大型活动举
办地，按照“一考点一方案、一景区一方

案、一路一方案、一堵点一方案”等要求，
研究制定交通组织方案和应急预案。

城区交警在主要路口、 重点路段和
考点周边设立护考小分队800余个，为
身体不便、忘带证件、走错考点的考生提
供应急求助服务246次。 高速公路深化
“一路多方” 工作机制， 重点将交警、路
政、 施救等管控力量部署在重要路段和
重要时段， 切实加强指挥疏导和秩序维
护； 针对大流量路段， 综合采取远端控
流、近端分流、间断性放行和临时关闭收
费站等措施，科学控流导流，确保通行平
稳有序。农村地区针对走亲访友、民俗活
动、乡村旅游等集中出行，积极推动落实
乡镇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制， 维护农村道
路交通平安畅通。

高速公路通行总流量同比上升7.1%
端午小长假公安交警护航高考保安保畅

图① 6月8日至9日，东安县连降暴雨，城区部分低洼地带积水达到了
1米多深。9日上午，90余名群众被困，东安消防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救援。

杨艳朋 张娟 摄影报道

� � � �图④ 6月10日，新田县龙泉第五完全小学，民警护送三年级(10)班学生到安
全地带。当天，该县遭遇强降雨，位于舂陵河畔的龙泉第五完全小学被倒灌的河
水浸漫，学校立即启动紧急预案。 刘忠平 摄

图② 6月10日，嘉禾县坦坪镇田心集贸市场，消防员在转移被困老人。
当天上午，受暴雨影响，该市场突发洪水，3名瘫痪老人被洪水围困。接警后，
嘉禾县消防大队21名指战员迅速出动，将老人救出并转移至安全地带。

黄春涛 张小艳 摄影报道

图③ 6月10日，桂阳县樟市镇舍市村，党员干部在转移群众。当天，该
县遭遇强降雨天气，多个乡镇（街道）降雨达百毫米。城区部分区域、路段出
现积水，部分乡镇出现山体滑坡、道路垮塌、烟田被淹等情况。

欧阳常海 邱龙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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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深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