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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陈少梅文化
艺术节将在衡东举办

本报5月9日讯 回溯艺术
来处， 品名家真迹， 赏山水美
景。今日，记者获悉，首届陈少
梅 文 化 艺 术 节 将 于 5 月 22
日—23日在陈少梅的故乡———
衡东县举办。 陈少梅文化艺术
节由省文联、 衡阳市政府主办，
衡东县委、县政府承办。

陈少梅是中国近代著名国
画大师， 祖籍衡东县霞流镇平
田村， 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天
津分会副主席， 天津美术学院
院长。 他一生致力于中国画的
传承和发展， 画风寓秀雅于阳
刚，深得宋贤山水笔墨精髓。他
生前创作了《西园雅集图》《二
十四孝图》《十二金钗》 等一千
余幅优秀作品，被誉为“在近现
代画坛上树立起了一座难以逾
越的高峰”，与张大千、溥儒、金
北楼并称为“民国四大家”。
■记者袁欣通讯员周健阳程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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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广东珠海香洲区正式
印发《香洲区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工作措施》，其中
规范香洲区直各单位、 各镇街等
单位微信工作群、 新媒体账号管
理是28条措施之一。包括原则上一
个单位只建一个工作群，发言要有
内容不得随意刷屏，原则上非工作
时间不发布工作信息，因专项工作
组建的微信群在结束工作后应及
时解散等。（5月9日中新社）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今年3月份
印发了《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
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 将2019
年作为“基层减负年”。在减负工作
中，“减少微信群过多”的问题成了

减负的一大亮点，各地也纷纷出台
措施， 将微信工作群进行缩减，力
图在信息传达方面减轻基层工作
人员的负担。

从一些单位的信息传递渠道
来看，微信群显然已经成了主要途
径，由于网络的方便快捷，以往需
要开会才能进行的意见传达，如
今在微信群里扔一个信息便可以
了，因此，微信工作群迅速增多，一
个单位几个甚至十几个群也不鲜
见，同时网络信息传递的方便快捷
也容易打破时间界限，使得一些领
导在安排工作时不分上下班时间，
随意发号施令， 让员工苦不堪言。
诚然， 类似微信群这样的新媒体

工具，在节省沟通成本、提升沟通
效率方面确实有着很大的作用，但
如何运用它， 显然是一门新课题。
这里的运用不是指技术上，而是指
管理者的思维方面。其实分析“微
信群过多成为工作负担”这一问题
不难发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管
理者将以往的形式主义搬到了新
媒体工具中，复制了生活中的那套
工作作风。不同的是，以往是在会
议上，如今是在微信中体现。

但最为关键的是，工作微信群
的数量其实并非主要的，而是员工
必须随时在线、 丝毫不能松懈。有
基层工作人员就吐槽说，没工作群
的时候起码休息时间可以清净一

下，保持手机开机预防突发事件就
行，现在呢，吃饭的时候要看工作
群，走路的时候也要看，睡觉起来
上个厕所也要看。一些上级负责人
也把工作群作为开展工作的捷径，
不再下乡了解情况，需要什么原始
素材，直接让乡村干部通过手机报
上来。尽管“场景”变了，形式主义
却仍没变。

当然，为基层减负，控制微信
工作群的数量是有必要的，但这只
是治标不治本。导致基层工作人员
负担重的真正原因是不断蔓延的
形式主义作风，以及领导“以自我为
中心，没有边界感”的权力意识。话
说回来，矫枉也不能过正，如果每个

单位只准建一个工作群， 未必就是
科学合理的， 行政职能系统内部的
科层制架构决定了必定会产生层级
结构和职能分工， 不同的层级需要
不同的微信交流群也实属必要，相
反， 还有可能因为这样的硬性要求
给部门之间的工作沟通带来不便。
因此不能搞“一刀切”，否则以“一个
单位只能建一个工作群”来纠正“微
信工作群过多”，无疑是犯了以形式
主义反形式主义的毛病。基层减负，
最应该去除的还是形式主义， 只要
是真正遵循“重实效，轻形式”的方
式去开展工作，那么基层一定能轻
装上阵，将工作效率提上来。

■本报评论员 张英

“基层减负”，不能以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

本报5月9日讯 今日， 省工
信厅公布了2019年湖南省产融
合作制造业“白名单”，895家优
质企业上榜。 湖南省产融合作制
造业重点企业名单制度（简称“白
名单”制度），是2018年3月省工
信厅联合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在全国率先建立的， 目的就是要
破解制造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企业要进入“白名单”，需经过工
信部门、 人民银行的严格审核，其
信用等级、经营情况等指标相当于
被官方“盖章”，享有优先满足融资
需求等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

经过近一年实践，“白名单”

的正向激励作用已经显现，首
批975家“白名单”企业2018年
新增贷款规模达到 122亿元 ，
且 100%的企业已经享受到个
性化金融服务。

省工信厅总经济师熊琛介
绍，此次895家“白名单”企业，涵
盖了我省12大重点产业及20个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遍布全省
14个市州，长株潭衡地区作为我
省制造业发展重地， 上榜企业占
据半壁江山。其中，全省制造业、
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重点骨干企
业及其配套企业360余家。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全省895家优质企业入围“白名单”
享有优先满足融资需求等一系列金融支持政策

在省产融信息对接服务平台
上， 省工信厅今年开发了“白名
单”申报系统，实现了企业无纸化
线上注册申报， 输入企业社会信
用代码后，系统后台连接的工商、
统计、环保、质检及违法等18类大
数据信息， 就会与该企业进行精
准匹配，自动筛查。大数据为每个

企业精准“画像”。一批不符合产
业政策、环保政策、金融政策，以
及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企业被严格
“筛掉”。如长沙一家食品企业，在
原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一次
食品安全监督中抽检不合格。岳
阳一家企业有失信行为。 这几家
企业都无缘“白名单”。

大数据为企业精准“画像”链接

今年以来， 长沙市大力开
展“产业项目建设年”和“营商环境
优化年”活动，围绕全市22条产业
链抓招商引资、 企业服务和项目
保障，产业项目建设来势看好。

来到通号轨道车辆有限
公司，杜家毫试乘了企业自主
研发的 100%低地板有轨电
车，了解车辆性能指标、工程
造价、市场应用等情况。他指
出， 要运用PPP模式建设城市
轨道交通， 一方面加大新技
术、新产品的示范应用推广力

度， 帮助企业更好地开拓市
场，拉长轨道交通这一我省优
势产业链条；另一方面加快补
齐长沙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
公共交通短板，实现双赢。

在景嘉微、国科微、日写蓝
思、 三诺生物等企业考察时，
杜家毫说，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
来、买不到，最终都要靠我们自
己。要加快核心技术攻关，在关
键零部件、关键原材料等领域加
强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企业核心
竞争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

杜家毫在长沙调研时强调 以产业比实力，以项目论英雄，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掌握发展主动权

梦洁家纺和盐津铺子这两
家传统家纺、 食品制造企业在
各自行业率先实现了智能制造
转型。随着生产效率显著提升、
人力成本有效降低， 企业效益
大幅增长。走进生产车间，过去
机器轰鸣、 人头攒动的作业场
景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一
条条井然有序的自动化生产
线。杜家毫说，实践证明，没有
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技术。
对有市场需求、有发展空间的传
统产业， 要善于利用数字化、智
能化的技术和手段加以改造提
升， 不断加大产品创新力度，从
而让老企业焕发新活力，实现稳
中求新、稳中有进。

作为我省最晚封关运行的
综合保税区， 长沙黄花综保区
经过一年多时间的发展， 已注
册企业330多家， 去年实现进
出口额26.83亿美元，跃居全省
海关特殊监管区第一， 在全国
96个综保区中位列17名。在考

察黄花综保区通关大楼和园内
相关加工贸易企业后， 杜家毫
称赞黄花综保区建设速度快、
招商力度大，实现了后发赶超，
并希望当地负责同志再接再
厉， 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打造公
共服务平台、 营造良好投资环
境，助力全省开放崛起。

调研中，杜家毫强调，推进
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 既是当前稳增长的
重要依托， 更是增强湖南发展
后劲、 拓展未来发展空间的战
略考量。 全省各地特别是各级
领导干部要紧紧牵住产业项目
建设这个“牛鼻子”，集中精力研
究产业、培育产业、发展产业，着
力打造经济新的增长点。要立足
我省制造业的基础和优势，坚持
创新开放，一手抓传统优势产业
数字化升级、智能化改造，一手
抓新兴产业特别是20个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的培育发展，努力
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5月9日，省委书记杜家毫在长沙市专题调研产业
项目建设情况。 他强调， 全省上下要进一步树立抓产
业、谋产业、强产业的鲜明导向，努力营造“以产业比实
力、以项目论英雄”的浓厚氛围，大力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不断提升兴湘强省的硬实力。省领导胡衡华、
谢建辉参加调研。

加快补齐长沙特别是长株潭城市群公共交通短板

实现智能制造转型,老企业也能焕发新活力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沪通长江大桥
南主塔突破300米

5月8日无人机拍摄的沪
通长江大桥南主塔29号墩施
工现场。据介绍，5月8日，由中
铁大桥局承建的沪通(上海至
南通)长江大桥南主塔29号墩
高度突破300米，达305.5米，
预计7月封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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