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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来北斗溪镇时，梁金华下
村走访，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时
半夜才归屋。北斗溪镇有贫困村
8个，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4905
名，占了全镇人口的27%，脱贫
攻坚任务艰巨。

“村民要脱贫， 党员要先
行。”梁金华四处筹资，启动了北
斗溪通往县城的公路拓宽硬化
工程。 她领着党员们带头上阵，
苦干3个多月， 公路硬化终于完
成， 到县城的车程由3个多小时
缩短到1个小时。

在梁金华的带领下，经过两
年多努力，全镇完成了14个村的
农网改造、安全饮水、通讯覆盖、
道路通畅工程， 打通断头路、跨
乡跨县路222.7公里； 光明村入
选第四批中国传统古村落，坪溪
村入选第四批全国“美丽宜居村
庄”。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具体
到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村民们

却一知半解。“精准扶贫的政策
信息，要原原本本地传递给贫困
户。” 除了印发传单、 公示宣传
外， 梁金华还深入贫困户家中，
进行详细讲解，为村民量身打造
脱贫方案。

刚开始， 村民们将信将疑，
梁金华就号召党员们带头做给
村民看。宝山村党员刘崇水率先
带领62户贫困户创办了云雾毛
尖茶合作社，种植高山茶叶近千
亩，年利润600多万元。通过示范
带动，北斗溪镇现已有特色养殖
大户32家、特色产业基地23家。

随着沪昆高铁溆浦站落户
北斗溪镇，梁金华引导贫困农户
以入股分红的方式打造七星瑶
寨、 百亩花海等旅游景点和设
施， 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
依托产业发展，目前北斗溪镇已
有2439名贫困人口脱贫。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周生齐
贺乙 实习生 吴乐洋 梅国飞

在同事们眼里， 黄斌年龄不
大，但绝对算是湖南环境监测领域
的牛人。“我哪算什么牛人，只不过
是想多学点东西， 把手边的工作
努力做好而已。”黄斌谦虚地说。

2009年， 黄斌从中南民族
大学应用化学专业毕业，成为张
家界市环保局环境监测中心站
的一名临时聘用人员。虽是“临
时工”， 但黄斌觉得， 只要想干
事，哪里都是舞台。环境监测是
专业性极强的工作，“学校学的
只是打基础，刚上班，所做的活
都得重新学着干。” 黄斌除了工
作中虚心向同事学习外，空闲时
也抓紧时间自学。通过学习与锻
炼，他熟练掌握了多种大型监测
仪器的操作运用和各类样品的
快速准确分析， 并一肩挑起了
“重金属监测分析”和“有机物监
测分析”两大类分析项目。2014

年2月，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黄
斌顺利考上了张家界市环保局
环境监测中心站的正式员工；同
年8月， 在湖南省水环境监测职
工技能竞赛中，黄斌勇夺总分第
一名的佳绩，并被授予湖南省五
一劳动奖章。

有时采集的水样送过来时
已经是傍晚了， 可进行PH值监
测的水样要在12个小时内处理，
进行细菌类监测的水样6个小时
内便要进行处理…… 环境监测
要确保连续性和时效性，为了做
好每一次的监测工作，黄斌经常
泡在实验室里，加班加点和顾不
上吃饭也是经常的事，还要经常
承受接触强酸、强碱、挥发性有
机物的潜在危险。 但他从不抱
怨， 一心一意投入到工作中，出
色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监测任务。

■记者 陈月红

中共中央征求党外人士对十九大报告意见
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方面智慧凝聚起来

中共中央8月30日在中
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就中共十九大报告征求意
见稿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
人士意见和建议。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面对
新目标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和
各民主党派要加强合作共事，
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
一战线，最大限度把各阶层各
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
最大限度把全社会全民族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
出来，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出
席。

10名党外人士先后发言

座谈会上，习近平介绍了
中共十九大报告征求意见稿
的形成过程，他希望党外人士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中共
十九大报告征求意见稿提出
意见。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
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
央主席陈昌智、民进中央主
席严隽琪、农工党中央主席
陈竺、致公党中央常务副主席
蒋作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漪、
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无党
派人士代表郭雷先后发言。他
们认为，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
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
中国发展大势，以巨大的政治
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举旗
定向、谋篇布局，迎难而上、开
拓进取，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取得重大成就。
中共十九大报告稿站在历史
和时代的高度， 深刻阐述中
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和
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 深刻阐述新的历史条件
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
践问题， 提出一系列重要思
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
大举措。 与会同志围绕推进
结构性减税、 优化经济发展
环境、深化农村体制改革、推
进创新型国家建设、 重视科
技创新系统性环境建设、为
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更为
公平公正的法治环境、 加强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完善权

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统
筹谋划脱贫攻坚和生态建
设、 重视少年儿童综合素质
提高、 推进健康中国和美丽
中国建设、 统筹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向基层延伸、 加强党的基层
组织建设等问题提出意见和
建议。

问需问计于民
提出真知灼见

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
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民主
党派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
党， 就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重
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听取
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
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的意
见，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惯例，
也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
要体现。

习近平强调，中共十九大
报告起草工作是中共十九大
筹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
共中央对这项工作高度重
视。起草工作一开始，我们就
提出， 要努力起草出一个凝
聚全党智慧、顺应人民期待、
对我国发展具有重大指导作
用、 在国际社会产生积极影
响的报告。 为了达到这个目
标，我们强调，在报告起草过
程中要充分发扬民主， 加强
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尽
最大努力集中各方面智慧。
今天， 大家提出了许多好的
意见和建议， 对修改好报告
稿很有帮助。 我们将认真研
究大家提出的意见， 在修改
中充分吸收采纳。

习近平希望各民主党派
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自觉增强维护中国共产党
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政治共识，团结引领
各自成员和所联系群众，充分
认识我国发展取得的辉煌成
就，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
自信、文化自信，正确分析国
际国内形势， 凝聚政治共识，
汇聚各方力量。要正确认识我
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
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中出现
的困难和问题， 发挥各自优
势，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部署，
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贴近基层、深入实践，问需问
计于民，提出真知灼见，推动
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使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
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据新华社

黄斌：
只要想干事，哪里都是舞台

黄斌，土家族，生于1987
年4月，2008年12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 张家界市环保局环
境监测中心站分析室主任，
主要从事水质、 土壤等监测
分析工作。 曾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湖南省先进工作
者、湖南省技术能手等荣誉。

湖南省土壤环境监测职
工技能竞赛个人二等奖，湖
南省水环境监测职工技能竞
赛个人总分第一名，在短短7
年里取得湖南省环境监测站
颁发的水、气、土壤、机动车等
50余个监测项目的持证上岗
合格证，完成了35项有机物和6
项重金属的新项目拓展。

作为一名基层党员代表，我感觉到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同时，作
为一名环境监测科技工作者，自己要立足本职、扎根一线、乐于奉献、
守住环境监测底线，确保监测数据“真”“准”“全”，为环保事业和生态
文明建设贡献微薄之力，希望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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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斌 通讯员 摄

梁金华：
用“辛苦指数”提升百姓“幸福指数”

梁金华，女，瑶族，中
共党员，1982年 11月出
生， 在职研究生学历。
2002年 9月参加工作 ，
200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2012年10月任溆浦县
九溪江乡党委书记，2015
年12月任溆浦县北斗溪
镇党委书记。2016年6月
被中共湖南省委授予“优
秀乡镇党委书记”荣誉称
号，2017年5月当选党的
十九大代表。

能参加党的十九大，倍感荣幸，无比激动，我将特别珍惜这份荣
誉，时刻铭记肩负责任，并把它化作无限动力，向着打赢脱贫攻坚战，
与全国人民同步迈入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撸起袖子加油干，用我的
“辛苦指数”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

梁金华（左一）在溆浦县北斗
溪镇实地查看公路建设情况。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