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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优势
助力湖南打造“三个高地”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勉励湖南
“着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科技创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
地”。

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支持
实体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近年来，湖
南中行聚焦我省“创新引领，开放崛起”、“制
造强省”等战略，全力支持湖南省经济高质
量发展。今年以来，各项贷款新增 288.9 亿
元。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币和结售汇市场份
额均位列市场第一。

下一步，湖南中行将进一步发挥国际
化、多元化优势，助力“三个高地”建设。围
绕国家重点，大力支持先进制造业，不断优
化金融服务品质，做助推制造业发展的主力
银行。紧盯核心竞争力，致力支持科技创
新，探索金融与科技创新结合的新模式，做
伴随高科技企业成长的伙伴银行。关注自
贸区建设，全力支持对外开放，创新综合化、
国际化的跨境服务方案，做企业“走出去”的
首选银行。

引入“活水”
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期间,强调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农业农村是金融服务相对薄弱的环

节，也是发展的蓝海。近年来，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积极推动“走转改”，以支持农村
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贫困户脱贫为抓手，
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加强综合金融服务，在
服务乡村振兴、脱贫攻坚方面展现了积极
作为。

下一步，该行将在支持农业农村现代化
方面持续发力，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
水”。将以县支行发展为抓手，支持各县域
的特色优势产业、开发符合县域客户需求的
特色产品，激发县域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
应。将以巩固扶贫工作为着力点，探索金融
支持产业扶贫等防止返贫长效机制的新模
式。将以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全力
助推乡村振兴，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动力，助
力国内大循环的打造。

担当使命
给力生态文明、民生改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上
展现新作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着力办好群众各项“急难愁盼”问题。

关注生态文明建设、关注民生改善，一
直是中国银行作为国有大行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社会民生的责任担当。

下一步，该行将自觉践行新发展理念，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大力支持环保基础设施
建设和“气化湖南”建设，加快形成绿色生产
和生活方式。着力支持民营企业，为民营企
业发展、居民就业保障提供强大的金融支
持。持续发展普惠金融，重点支持湖南20个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和抗疫重点企业，为

“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助力。大力拓展消费
金融，持续推动金融服务与医、食、住、行等
场景融合，积极推进具有湖南本土特色的消
费金融新业态、新模式，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提供金融保障。

创新服务
支持湖南“文化强省”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
园考察调研时指出，谋划“十四五”时期发
展，要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要坚持把社
会效益放在首位，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守正
创新，大力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机统
一，确保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近年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始终坚持
从中华优秀文化中汲取养分,始终坚定支持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助力文化企业做
大做强、“扬帆出海”。未来，该行将进一步
强化红色基因传承，支持湖南“文化强省”建
设。

将培育以韶山为代表的文旅场景，充分
发挥中国银行“红色教育基地+智慧景区”文

旅场景定位的优势，做出
全国银行体系党性教育
的湖南品牌。将建设以

“岳麓大学科技城”为代
表的教育场景，加快健全
教育全周期的产品覆盖，
打造湖南银校合作新模
式。将扶持以马栏山视
频文创产业园为代表的
文化产业，利用中国银行
国际化经营的特点，在

“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
大循环中，帮助湖南文化
走出去，让全球的中行渠
道发出湖南声音。

“作为一家国内入湘最早的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进入湖南已有 105 年的历史。百
余年间，我们一直与湖南同呼吸共命运。”中
国银行湖南省分行新任党委书记李芒深情
表示，“站在‘十四五’的新起点上，我们将以
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地方发展，与湖南人民并
肩携手、勠力同心，努力在推动高质量发展
上闯出新路子，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新
作为，在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中彰显新担当，为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湖南新篇章贡献中行
力量！”

目前，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已初步形成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考察讲话精神

及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措施的报告》；支持
“三个高地”和新农村建设等相关工作方案、
工作措施正在加紧制定。

铿锵有力的话语，彰显出国有大行根
植一地、服务一方的使命担当；抓铁有痕的
行动，更折射出他们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支持湖南发展的坚强决心！
我们相信，随着以中国银行为代表的更多
力量加速集结，湖南这片红色热土，必将在
新征程中激荡出更多磅礴伟力！谱写出更
加绚烂的篇章！

乘风破浪共此时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全力支持湖南打造“三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

真抓实干真抓实干在在湖南湖南

湖南国际金融大厦外景。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供图）

王 珊 肖志红

初冬时节，三湘大地，处处涌动着发展的

澎湃动力！在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大楼里，新

一届党委班子正在举行“接棒”后的第一次党

委会。

这是一场凝心聚力的专题学习会，也是一

次关乎湖南中行工作方向的战略性会议。会

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深入学

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共湖南省委关

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

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湖南新篇章的决定》。会议指出，作为中

央在湘的金融企业，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和湖南省委省政府的一系列措施贯彻

落实好，同时发挥出中行的特色和优势，在学懂

弄通的基础上，做到真抓实干。

号角声声，催人奋进。一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的行动在

湖南中行全辖拉开，一份全力支持湖南打造“三

个高地”践行“四新使命”的工作思路在中行人

的集体智慧中初现雏形——

谢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
上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
民，必须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要把体现人民
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
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

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社会矛
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叠加，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
安全等方面有着更高的期待。法治中国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让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坚持和体现，
这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选择。

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人民是最广泛、最深厚的
基础；依法保障人民权益，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出发
点和根本目的。立好法、立良法，前提是坚持民主

立法，创新方式、畅通渠道，广泛听取各方建议，凝
聚共识、统一意志。要深入推进科学立法，破除在
立法当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壁垒和部门化倾向，从
根本上做到以人为本、立法为民。

依法治国只有深深扎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
才能根深蒂固、开花结果。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
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在严格执法、
公正司法的前提下，创新群众参与方式，广泛听取
意见，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求，尽可能地在法律
的框架下实施动态优化调整，使执法司法更符合
人民群众的期待。在执法司法过程中，要将民主监
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等放在同等重
要的位置，让人民作衡量法治建设水平和能力的
裁决者和评判者。

法治建设要保护人民、造福人民。规范公正文

明的执法是公民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要厉行法
治，聚焦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乱执法、不作为以及
司法不公等现象，持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让公平
正义之光普照大地，让法治成为公民权益的“保护
神”。要重点加强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医药卫生等
重点民生领域的法治建设，真正将体现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
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为人民谋福祉，增强人民群众
对法治的信心。

法治乃国家善治之基。在全面依法治国的
新征程上，须锚定“人民至上”的坐标，以全体
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坚持人民在依法治国中的
主体地位，将以人民为中心贯穿于立法、执法、
司法、监督等各个环节，就一定能开辟法治中
国新境界。

李红军

今年起，重庆市南川区开展“最难办事
科室群众评”活动，以具有行政审批和行政
服务职能的科室作为评议对象，每季度评出
10 个“最难办事科室”。这种“逆向评选”办
法，引来社会关注。

传统语境下，个人也好，单位也好，评选
常常以正面激励导向为主，旨在鼓励人们干
事创业，南川区却反其道而行之——评选

“最难办事科室”。据了解，该评议共设置
“冷、懒、推、乱、贪”5项指标，每一项都进行
具体化，办事企业和群众容易“对号入座”。
比如“冷”就是指对群众感情冷漠，不能站在
群众的立场想问题办事情，无视群众疾苦，
不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等问题。每个季
度评选一次，一旦“榜上有名”，不但科室部
门领导脸面无光，就是科室工作人员也倍感
压力。

长期以来，坊间形容某些政府部门“门
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群众要想办成一件
事情，需要付出很多的心力，不知要吃上多
少次“闭门羹”。耗时费力不说，还隔膜了干
群关系，疏远了与人民群众的感情，人们对
此颇有微词。

评选“最难办事科室”的积极意义，首先

在于有利于倒逼政府部门转变工作作风，真
正破解“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顽疾。政
府职能部门若再像以前那样遇事绕道走，推
诿扯皮，互踢皮球，人民群众就会选择用脚
投票——给予“差评”。一旦被“差评”之后，
这些部门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轻则影响
个人荣誉，重则影响晋升和工资奖金等福
利。倒逼压力之下，谁也不敢随随便便拿自
己的名声与经济效益“开玩笑”，谁也不希望
自己在这种榜单上“榜上有名”。

其次，有利于社会监督，真正把评判裁
量权交给群众。政府职能部门工作做得如何，
不仅仅是本单位和上级部门说了算。群众可
以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给某些职能部门打
出自己的“印象分”，进行“对号入座”。一旦

“中标”，后果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
常言道，群众利益无小事，要把群众高

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我
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次南
川区在为群众办事情上不再满足于喊口号，
而是采用反向激励法，把优劣评判权交给群
众，无疑具有示范意义。这对进一步改变机
关作风，推动职能部门扑下身子为人民群众
排忧解难，进而提升政府公信力，具有标杆
意义。因此，评选“最难办事科室”，这个可以
一试。

沈峰

秋收时节，广东雷州市白沙镇北界洋村
的农田里，一支机械化队伍进行忙碌作业，
对一茬茬秸秆进行打捆离田回收综合利用。
与以往焚烧处理产生污染不同，作业机械以
高科技“点草成金”，提高秸秆综合利用价
值，变废为宝让群众增收、助力脱贫，令当地
农民眼前一亮。目前，雷州让秸秆饲料化、肥
料化、基料化成为现实，经济、社会与生态效
益显著。

雷州市让秸秆回收变废为宝、循环利
用，实现“秸”尽所能、“点草成金”，这种做法
值得各地借鉴。

粮食和秸秆都是农业生产的成果、大自
然的馈赠。农耕时代，秸秆对农民来说，是宝
贵的生产生活资源，也做到了物尽其用。但
随着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秸秆失去用武
之地，从资源变身“垃圾”，付之一炬是最便
捷的处理方式。然而，有研究表明，秸秆焚烧
对雾霾的“贡献率”约4%；在特定时段，大规
模集中焚烧秸秆是生成雾霾的重要因素。

虽然为治理焚烧秸秆的问题，各地都出
台了“禁烧令”，但效果还不够明显。究其原
因，主要是收割、运输、回收利用秸秆的经济

成本较高，农民难以承担，因此宁可废弃或
焚烧。要给秸秆找个好“出路”，让农民通过
秸秆再利用获利，才能真正调动起农民回收
利用秸秆的积极性，从源头上解决焚烧秸秆
的难题。

毋庸置疑，秸秆富含多种农作物生长必
需的元素，本身就是一种资源，以往由于公
共服务缺失、产业链不全等原因，被白白烧
掉。如何让宝贵资源发挥应有作用，除了禁
烧，更重要的还是要将其合理利用、变废为
宝。同样，让农民看到“秸秆再利用”的有效
方法和可观收益，因势利导树立正确环保意
识，才能扼住秸秆焚烧的源头。在雷州，通过
整合生产企业、农民合作社、土肥推广部门、
科研单位等单位的资金、设备以及技术资
源，以“产学研”为合作模式，以秸秆饲料化、
肥料化、基料化等为综合利用目标，大力发
展秸秆综合利用产业扶贫，受到越来越多的
农民和企业欢迎。

基于此，着眼环境保护，兼顾提高收入，
才能抓住解决秸秆循环利用问题的关键，探
索出一条治理焚烧秸秆的可行之路。总之，
秸秆开发利用是一项提高农村经济效益，增
加农民收入，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新技术，
要因地制宜大力推广。

何勇海

在外卖平台开店的赵某近日遇到“职业差评
师”，对方索要 1800元未果，其新开的店被恶意差
评连续攻击近半月，导致店铺评分和销量急降。据
调查，“职业差评师”现象存在于各大电商平台和
餐饮外卖平台，有的人利用平台评分规则和店主
对差评的恐惧心理实施敲诈勒索，有的收费替人
打压竞争店铺。

“职业差评师”活跃于电商江湖，是对商家信
誉、合法权益的威胁和侵蚀。买家评价是消费者挑
选商品的重要参照，每一条“差评”，几乎都会左右
消费者的购物选择，也会对商家的产品与服务质

量、信誉造成不良影响。
对卖家所提供的商品、服务给予好、中、差评，

是买家的基本权利。客观公允的差评代表消费者
的不满，有助于商家改进不足、诚信经营，用优质
产品与服务赢得信任，也有助于电商平台规范商
家的经营行为，净化平台的营商环境。但“职业差
评师”唯利是图，乱给差评以实施敲诈勒索，或收
费替人打压竞争对手，完全失去客观真实。

不止于此，任由“职业差评师”横行无忌，最
终会导致平台的差评机制失灵。任何一个互联
网平台的没落，都是从评价失真、失去消费者信
任开始的；而差评机制良性运转，才有利于商
家、消费者及平台多方共赢。有“职业差评师”存

在，就会有标榜“可以删差评”的商家出现，甚至
还有拦截“差评”的软件在售卖。这个灰色利益
链盘根错节，势必阻碍电商平台及行业的健康
发展。

面对“职业差评师”，商家、消费者、平台及相
关部门要“同仇敌忾”，合力打击。商家应及时收集
证据并向平台反馈，既可报警处理，也可选择“法
庭上见”；消费者行使评价权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作出公平公正的诚实评价，同时提高对“职业差
评”的甄别能力；平台也应投入专门的人力财力，
对“职业差评师”及时封号，设立专门团队对评价
进行审核，或搭建更合理的评价制度；相关部门也
要加强对“职业差评师”监管，着力引导平台加强
内部管理，完善评价体系，加入更多评价元素，研
究引入权威第三方评价，减少“职业差评师”对卖
家信用的影响。

不能任凭“职业差评师”横行

“点草成金”值得大力推广

评选“最难办事科室”，可以一试

以人民至上定坐标，开辟法治中国新境界

如此“营销”不可取
11 月 16 日，吉林白山万达长白山滑

雪场，一男子在教朋友滑雪时被滑雪场工
作人员劝阻。工作人员称，朋友之间可以
一起滑雪但不能互教，学滑雪必须请滑雪
场的教练。男子反问工作人员是否有相关
规定，工作人员坚称：“就是不可以！”

滑雪场以提供游乐场所和教授滑雪
技能为营生，想方设法保有和扩充自己的

“业务”，这个意识无可厚非。但是，禁止滑
雪者朋友之间互相教习，这样的做法太不
厚道。须知经营任何产业生意，须以和气
善道为本。如此唯利是图的“精致营销”实
不可取。

画/闵汝明 文/永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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