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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家毫主持召开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

以改革创新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本报10月10日讯 今天上
午， 省委书记杜家毫主持召开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
次全体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发
展的重要论述和 《军民融合发
展战略纲要》，部署下阶段全省
军民融合发展重点工作。 他强
调， 湖南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有
基础、有条件、有优势，也有沉
甸甸的责任。 要继承发扬优良
传统，主动担当作为，以改革创
新精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
展，大力发展军民融合产业，为
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
在实现强国梦、 强军梦的伟大
征程中作出湖南应有贡献。省
委副书记、 省长许达哲出席并
讲话。
省领导乌兰、陈向群、胡衡
华、冯毅、陈飞，国防科技大学
副校长凌仕明， 武警湖南省总
队司令员李明辉出席。
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湖
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工
作规则》《创建长株潭国家军民
融合创新示范区工作方案》《湖
南省军民融合重大示范项目实
施方案》。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实现强国梦、 强军
梦，鲜明提出了军民融合发展
的时代命题，并将其上升为国

家战略。全省军地各级要认真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论述，深
刻领会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
略的战略考量，牢牢把握中央
关于军民融合发展的战略定
位 、目 标 任 务 、 总 体 要 求 和 实
施途径等，坚定不移实施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
会议强调， 要聚焦关键环
节，找准发力点，以改革创新精
神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要
打破融合壁垒，细化“军转民”
与“民参军”的内容范畴、准入
门槛、标准规范，构建涵盖人才
引进、技术研发、成果转化、技
术标准、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的
综合性政策体系。 要强化协同
创新， 全面深化拓展与国防科
技大学、 海军工程大学的战略
合作， 打造国内一流的军民融
合创新平台， 促进科研成果转
移转化；支持有实力的企业、高
校科研机构建立国防重点实验
室、 军民两用技术研发中心和
产学研用创新联盟等， 大力开
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要把创
建长株潭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
范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来
抓，分层次、分类别、分步骤开
展先行先试，加快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经验， 力争走在全省
乃至全国前列。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链接

打造长株潭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10月10日，随着《创建长株
潭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工
作方案》获审议通过，我省将推
动建立和完善军地需求对接、
规划统筹、资源共享等机制，把
军地优势力量和资源最大程度
地凝聚到示范区创建上来。
创建长株潭国家军民融合
创新示范区的工作目标是，按照
《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
实施方案》 确定的示范任务要
求，结合湖南省特别是长株潭地
区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实际，充
分挖掘自身优势和自然禀赋，主

视
点

动作为，以建设国防科技工业体
系、军民协同创新体系和国防动
员体系为重点，加快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努力打造长
株潭国家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
根据《工作方案》，我省将
聚焦制约军民融合发展的重点
难点问题， 引导和推动创建工
作在“拆壁垒、破坚冰、去门槛”
上下功夫，围绕创建重点任务，
不断优化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
体系，以钉钉子精神抓实抓细，
不断取得新突破。
■记者 周帙恒 贺佳

湘江大源渡
人字门安装
10月9日， 位于衡山县的湘
江大源渡航电枢纽二线船闸工程
进行人字门安装。 该人字门采用
分节制作安装， 其单扇门叶重量
约500吨，具有制作难度大、技术
含量高、安装精度高等特点，工程
计划2019年9月建成通航。
傅聪 周钦 摄影报道

开栏语
“我们从古以来，就 有埋 头苦 干 的人 ，有拼 命 硬干
的人 ，有 为民 请命 的 人，有 舍身 求 法的 人……”唯有民
族魂是值得宝贵的，唯有奋斗的人生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从今天起，本报开设专栏《民族魂 奋斗曲》，通过历史、现实、理论等多个维度，阐释民族精神，
讲述奋斗故事，弘扬中华民族和湖湘儿女的民族精神、奋斗精神。率先推出的子栏目《民族魂 奋斗
曲·新时代的奋斗者》，重点报道三湘大地上普通人、青年人、基层共产党员的奋斗事迹，推动全社会
形成竞相奋斗、团结奋斗的生动局面。敬请关注!

“全国农村致富带头人”“橙子哥”——
—

让冰糖橙成为怀化一张响亮的名片
在怀化，“橙子哥” 舒兴华
的名气越来越大。
今年3月上旬，舒兴华将怀
化的冰糖橙带到北京， 参加中
央电视台首档大型青年创业实
战公开课“创业英雄汇”，不仅
为怀化冰糖橙做了宣传， 还成
功融资400万元。
去年，舒兴华被评为“全国
农村致富带头人”、 湖南百名
“最美扶贫人物”。
又 到 橙 黄 橘 绿 时 。10 月 8
日， 记者来到芷江侗族自治县
禾梨坳乡严家屋场村， 见山坡
上果树挂满果实， 舒兴华正在
果园里培训果农。

走上“兴橙”路
今年32岁的舒兴华是怀化
市溆浦人。2014年底，他到芷江

严家屋场村看望岳父， 老人正为
冰糖橙滞销发愁。 舒兴华便谎称
有做水果批发的朋友， 将岳父家
所有冰糖橙“买走”。消息传出，很
多村民来找他帮忙销售橙子。
舒兴华这才知道， 位于大山
深 处的 严家 屋 场村 种植 冰 糖 橙
4000多亩，年产600多万公斤。因
交通不便、信息不畅，很多冰糖橙
卖不出去。舒兴华还了解到，怀化
共种植冰糖橙40多万亩， 占全国
总产量70%。
“决 不 能 让 果 农 流 汗 又 流
泪。”2014年10月，舒兴华卖掉城
里的房子和车子，筹到80万元钱，
来到芷江，组建“橙家班”，创建冰
糖橙品牌“兴梦橙”。
2015年，舒兴华带着团队，在
网上销售冰糖橙100万公斤，并与
阿里巴巴深度合作， 创下24小时
网上销售冰糖橙9万公斤的纪录。

舒兴华非 常重 视 冰糖 橙的
品质，投入选果机，对冰糖橙进行
品控， 并用溯源技术为每个橙子
制定“身份证”。

有了新目标
4年探索，4年奋斗，“橙家班”
已与 诸 多知 名电 商 成 为 合 作 伙
伴，帮助怀化近1000户果农增收。
卖好橙子，除了电商平台，还
得有好创意。再过几天，“橙家班”
将实施“橙乡合作社”项目百村百
人计划，在怀化100个冰糖橙种植
村每村找一名合伙人， 共同做大
做强冰糖橙产业。
“
再奋斗3到5年， 力争大幅提
高冰糖橙品质，整合怀化冰糖橙产
业，让冰糖橙成为怀化一张响亮的
名片。”对于未来，舒兴华踌躇满志。
■记者 黄巍 见习记者 赵志高

“严进严出”应成为高校管理常态

近日，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
术学院根据 《普通高等学校学生
管理规定》（教育部41号令） 相关
规定，针对2017-2018年度参加补
考相关科目依然无法及格的学生
采取严厉行动， 决定对其中的44
名学生给予留级、 对22名学生给
予强制性退学， 此举打响了湖南
省高职院校“严进严出”第一枪。
（详见本报10月10日A05版）
在当今高校， 有一个特定的
群体——
—挂科族， 这类学生往往
是挂科大户，不仅挂科科目多，而

且补考后依然无法收复“失地”，
累积科目达到“勒令退学” 的标
准。对于此类学生，过往的做法通
常是“宽容”，允许补考不及格的
学生通过“清考”制度（也就是在
毕业前夕进行再次“补考”）获得
毕业证。 因为有这一项托底性规
定，一些挂科“重灾户”肆无忌弹，
有的学生甚至累积挂科十几门，
却依然逍遥自在， 给大学声誉带
来了恶劣影响。
因为挂科严重被开除学籍早
有先例，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

学院清退挂科学生之所以能引起
轰动， 乃在于其作为一所高职院
校， 竟然一次性清退22名挂科学
生，这在公开报道中极其罕见。
中国高校一向奉行“严进宽
出”，早期，民间就把考上大学形
容为“进入保险箱”，那意思很明
显，进了大学就等于拿到了“丹书
铁券”，毕业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事
儿。后来，我们慢慢吸收了国际上
“宽进严出” 的办学经验， 很多
211、985高校都根据教育部出台
的相关规定加大了管理力度，对

于挂科严重踩红线的学生采取清
退行动， 震慑了那些危机意识不
强的学生，净化了学习环境，强化
了学术氛围，一路严管下来，也深
受师生好评和社会赞赏。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
重拳出击治理“挂科”之所以引发
舆论关注， 还在于其较低的办学
层次。因为人们的传统观念认为，
高职院校招收的本来就不是精英
学生，培养的也不是精英阶层，既
然不做学术， 又何必对他们的学
习过于苛求呢？ 其实这种想法是

偏颇的。首先，教育部出台的《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适合所
有高校，高职院校并不是“法外之
地”；同时，高职院校故非培养精英
“
水降船低”，它的考试
阶层之地，但
难度也是降低了的，这样的话，它在
动态层面执行教育部颁布的法规
时，是和本科高校有共同标准的。
所以， 今次湖南环境生物科
技学院的举措，不仅破除了“高职
院校靠混”的固化意识，对净化高
职院校的学习环境也大有益处，
值得赞赏！ ■本报评论员 张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