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陵县委
原书记黄诗燕
（中）在炎陵县
农 村 走 访
（2018年4月
17日摄）。

新华社 图

A03要闻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编辑/熊佩凤 美编/刘湘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本
报

更
多
精
彩
报
道

本报11月18日讯 在决战决胜脱贫
攻坚之际，中央宣传部近日向全社会宣
传发布脱贫攻坚一线优秀党员干部代
表黄诗燕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
模”称号。中宣部副部长蒋建国，国务院
扶贫办党组成员、副主任夏更生，省委
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在北京出
席发布仪式。

黄诗燕，生前系湖南省株洲市政协
副主席、 炎陵县委书记，2019年11月因
公殉职，时年56岁。他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扎根基层一线，勇
挑工作重担，9年如一日奋战在脱贫攻
坚主战场，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农民增
收，破解民生难题、提升幸福指数，不断
解决问题、破解难题，想干事、能干事、干
成事，为脱贫攻坚事业鞠躬尽瘁，带领
炎陵县成为湖南省第一批摘帽的国家
级贫困县， 改变了当地贫穷落后面貌，
用工作实绩践行了新时期好干部标准，
以苦干实干赢得了干部群众的广泛赞
誉，用宝贵生命诠释了共产党员的初心
和使命，被追授为“全国脱贫攻坚模范”
“湖南省优秀共产党员”。

黄诗燕同志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
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广大干部
群众认为，黄诗燕同志是新时期共产党
员的优秀代表，是扎根基层一线的脱贫
攻坚楷模。 他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
忠于党和人民事业， 积极投身脱贫攻
坚，努力实现乡村振兴，靠苦干实干改
变贫困落后面貌，靠执着坚守铺就幸福
生活道路，靠高尚风范赢得群众广泛信
赖，展现出忠诚的政治品格、强烈的责
任担当、真挚的为民情怀、崇高的精神
境界。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黄诗燕同志
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同心同德，顽强奋斗，在新时代伟大
征程上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

“时代楷模” 发布仪式现场宣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黄诗燕“时代
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黄诗燕
同志先进事迹的短片。蒋建国为黄诗燕
同志亲属代表颁发“时代楷模”奖牌和
证书。发布单位有关负责同志，黄诗燕
的亲属、同事和株洲干部群众代表等参
加发布仪式。

■新华社记者 湖南日报记者 黄晗

《湖南省房地产市场经营主
体失信黑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 于近日公布， 就房企、中
介、物业等行业的“失信”行为进
行了相关界定。其中，中介如果发
布虚假房源信息和广告， 通过捏
造或者散布涨价信息等方式恶意
炒作、 哄抬房价等行为均将被列
入黑名单。(详见本报11月18日
A05版）

此次征求意见稿剑指“未及
时履行法定责任， 发生较大及以
上工程质量、安全责任事故，造成
业主或使用人群体持续上访的；
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前， 以认

购、认筹、预订、排号、售卡等方式
向购房人收取或者变相收取定
金、预订款、诚意金等费用”等一
系列不诚信行为， 其目的非常明
确， 就是为了加强房地产市场诚
信体系建设， 为房地产行业存在
的乱象进行“刮骨疗毒”。

前段时间， 经媒体披露，58旗
下多个平台现虚假房源信息，有业
内人士明确表示：发布假房源及照
片，是为了引流。不少网友都说自己
遭遇过这种情况，租房或买房时，被
平台发布的照片吸引，但每当与中
介联系时无一例外都是听到“此房
刚刚租（售）出去了，我可以带你看

另一套房源。”事实上，这是个“套
路”。为了吸引客流，中介在发布信
息时，除了讲究文字的描述外，图片
也会挑选比较精美的，有时选择的
图片会与实景中的房源无关。

作为房产经纪机构， 发布虚
假房源信息，显然涉及违反多个法
律法规的规定，例如涉嫌违反消保
法，涉及欺诈；涉嫌违反广告法，涉
及虚假宣传；涉嫌违反《房地产经纪
管理办法》，以隐瞒、欺诈等不正当
手段招揽业务。而作为发布平台，则
涉嫌违反《电子商务法》，因为其明
确规定“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
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

务信息，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 电子商务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
易、 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
导消费者。”

假房源坑人，且长此以往，劣币
驱逐良币，伤害了整个行业的诚信。
之所以这几年此风大长， 皆因为监
管不严所致， 如有些房产经纪人就
说，“没人管，大家都这样，大不了撤
下来”，这倒是道出了行业混乱的根
源。行业乱象必定导致“有房可居”
这一基本民生需求变得难上加难，
尤其是对于租房“刚需”人群来说，
找一套靠谱的房子往往需要花费极

高的时间成本。此外，这种没有职业
操守的行为也让依法从业本分经营
的房产中介陷入困境。

此次征求意见稿设立的“失信黑
名单”制度，无疑让曾经的“管不严”转
变为“严格管”，能够起到打击发布虚
假房源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作用。
而限制参与政府投资工程建设及管
理服务的投标活动等，约谈主要负责
人， 依法对惩戒对象实施市场和行
业禁入等联合惩戒措施， 无疑相当
于给了职能部门监管的“牙齿”,如此
多管齐下，必将对包括发布虚假房源
信息在内的失信行为起到釜底抽薪
的作用。 ■本报评论员 张英

特色农业鼓起农民口袋

炎陵地处井冈山西麓，既
是革命老区又是欠发达地区，
2011年5月被纳入国家罗霄山
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
划， 成为国家新一轮脱贫攻坚
主战场之一。

2011年6月，组织选派黄诗
燕到炎陵县任县委书记。 上任
伊始，他戴着一顶草帽下乡，一
个月内走访了全县11个乡镇场
及54个贫困村。

农家出身的黄诗燕提出：
建设农字号“一带八基地”，即
生态休闲农业风光带和特色水
果、无公害蔬菜、炎陵白鹅、茶
叶、油茶、笋竹林、药材、花卉苗
木基地。

“农业见效慢，怎么能快速
摘掉贫困帽？”有人质疑。

“农业做好了，农民才能真
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黄诗燕
坚持。

从举办黄桃大会站台卖
黄桃，到苦想推广语打出“炎
陵黄桃”品牌，再到助力黄桃
走出国门， 黄诗燕不遗余力。

当地群众说：“大黄抓小黄，抓
出金黄黄。”

目前， 炎陵县近60%的贫
困群众通过种植黄桃实现稳定
脱贫。

以黄桃为引领，“一带八
基地”齐发力，今年炎陵县农
业总产值有望达到12亿元，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将达
6832元。

绿色产业做强老区经济

炎陵拥有丰富的“古、红、
绿” 资源， 但经济发展动力不
强。 黄诗燕苦苦探求， 科学决
策，借势发力引进绿色企业，发
展生态工业，搞活旅游产业。

为了争取重大项目， 黄诗
燕多方奔走。2017年，湖南国声
声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何亮第一次见到黄诗燕， 就被
他的睿智、 严谨、 深谋远虑折
服。在黄诗燕帮助下，国声声学
从签约注册到投产见效、 实现
量产，只花了短短2个月，创造
了项目建设“炎陵速度”。今年，
预计可实现营收10亿元， 纳税

3000万元以上。
除国声声学外， 炎陵还先

后引进全康电子、欧科亿、东方
希望等一批投资超10亿元的高
科技绿色企业。目前，炎陵九龙
工业园在全省132家省级园区
中排名第20位。

同时， 黄诗燕极力推动旅
游升温。近年来，炎帝陵成功创
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神农
谷红军标语博物馆、 云上大院
等一大批景点成功创4A、3A级
旅游景区。

生态文化旅游越做越活，
强了经济，富了山乡。黄诗燕在
炎陵工作期间， 全县经济总量
增长2.3倍， 财政收入增长3.2
倍，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2.7倍，
贫 困 发 生 率 从 19.5% 降 至
0.45%。2018年8月， 经国家专
项评估，省政府批复同意，炎陵
县成功脱贫摘帽。

榜样力量引领接续奋斗

10月31日， 醴茶铁路首趟
商务定制旅游专列开行， 载着
400余名乘客从株洲火车站出

发前往炎陵县。
曾经“老、少、边、穷”的炎陵

县，已变成旅游“新热土”“网红打
卡地”。目前，炎陵以县城为中心，
以旅游环线为纽带， 串联祭祖祈
福、养生度假、红色体验等核心旅
游资源， 形成“一心一环三大板
块”文化旅游新格局。

被炎陵人民尊称为“脱贫攻
坚设计师” 的黄诗燕绘制的美好
蓝图，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与黄诗
燕搭班子多年的炎陵县县长文专
文感慨地说，黄诗燕政治站位高，
富有战略眼光。 他将炎陵作为一
个大花园来规划， 坚持发展绿色
农业、生态工业、文化旅游3大产
业。 通过修建102公里旅游环线，
改变了炎陵千百年来东、西、南不
联通的交通格局。实践证明，这条
路走对了。

“他为我们树起了一座精神
丰碑。”接任炎陵县委书记的尹朝
晖说，“黄诗燕虽然走了， 但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将以黄
诗燕同志为榜样， 带领炎陵人民
接续奋斗， 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
的全面胜利。”

■湖南日报记者 李永亮

对房产市场失信行为就该“釜底抽薪”

9年如一日奋战在脱贫攻坚主战场 用宝贵生命诠释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中宣部授予黄诗燕“时代楷模”称号

评
论

“大黄抓小黄，抓出金黄黄”
———追记“时代楷模”黄诗燕

年终将至， 老区炎陵县
交出一张高分成绩单： 炎陵
黄桃销售5.1万吨，实现综合
产值20亿元，总销量、出口量
均创历史新高； 欧科亿数控
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顺利过会， 将成为炎陵首家
上市公司、 株洲首家科创板
上市公司……

吃水不忘挖井人。今天，
过上好日子的20万炎陵人
民， 更加深切怀念带领他们
脱贫致富的县委原书记黄诗
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