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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16℃～26℃
湘潭市 晴 14℃～27℃

张家界 晴 16℃～28℃
吉首市 多云转晴 15℃～27℃
岳阳市 多云 17℃～25℃

常德市 晴 16℃～26℃
益阳市 多云 16℃～25℃

怀化市 雾转晴 13℃～26℃
娄底市 晴 16℃～26℃

衡阳市 多云 16℃～25℃
郴州市 阴转多云 17℃～21℃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胡永龙

市州新闻

株洲市 晴 16℃～26℃
永州市 多云 16℃～23℃

7
长沙市
今天阴天转多云，明天晴天间多云
北风 2 级 17℃～26℃

２０12年9月14日 星期五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

朱章安 蒋正才 谭文灵
赵伟忠 吴勇

恰似一夜春风来，党建给衡东非
公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县委书记刘运
定说：“意识形态的‘软件’，变成了落
地生根的‘硬件’。 ”

创新方式，变被动为主动
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到党建领

先，这是衡东非公经济近年来出现的
最明显的变化。

今年7月1日，台商独资企业衡阳
鸿伟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燕堂，专
程从台中乘机赶到衡阳参加公司党
支部举办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1周年
庆祝大会。 李燕堂在会上说：“我生在
台湾、长在台湾，受的是‘台式’教育，
对‘共产党’这个词较为敏感。 通过这
几年在大陆办企业，亲身感受到共产
党为民办实事的工作作风，没有衡阳
当地党委和政府的帮扶，就没有公司
快速发展的今天……”

衡阳鸿伟鞋业有限公司于去年
11月建立党支部，是衡阳市最早建立

党支部的台商企业。
据了解，在衡东非公经济组织党

建中 ，不是以 “灌输式 ”搞简单的 “服
从大局”、“正确对待”，而是着眼于疏
通引导，启发自觉，拆除思想隔膜，与
企业互融互促。 其中，他们实施并推
行的 “三力 ” （凝聚力 、战斗力 、创造
力 ）提升工程 ，现已成为一种激励和
约束并举的党建机制 ， 通过日积月
累，形成了强大向心力。

在衡东 ， 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
溜：“企业好不好，党员是块宝。 ”浓厚
的党建氛围，从过去“要你做”变成了
“我要做”，全县建立了党组织的非公
企业从过去不足40家发展到现在的
238家。

示范引领，让“独唱”带“合唱”
典型示范 、以点带面 ，是衡东非

公经济组织党建的特色之一，用他们
的话说，就是让“独唱”带“合唱”。

湖南省机油泵股份有限公司是
一家改制企业，也是衡东非公经济组
织党建示范单位，现有党员145名，占
职工人数的12.25%。近几年来，公司结

合生产经营开展党建工作，建立健全
了党员教育培训 、组织生活 、民主评
议等制度，实现了党建与党员教育管
理制度化、科学化。 公司还建起了面
积150平方米的多功能党群活动室 ，
制作了各类党建制度展板、 宣传栏，
配备了电教设备 、图书室等 ，使全体
党员活动有场所、学习有阵地。

扎实深入做好党建工作，为企业
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了强大推动力。
公司效益一年一个新台阶，去年完成
总产值4.2亿元， 上缴税收3750万元，
分别比改制前增长了12倍、10倍。

2003年，湖南湘泰饲料有限公司
在全省饲料工业民营企业中第一个
成立党支部。 9年来，成功探索出一条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新路。 他们结合生
产 ，要求党员发挥表率作用 ，并定期
讲评 ， 破解了非公企业党建 “深入
难 ”、“突破难 ”， 其做法已在全县推
广。

联村扶农，以“小家”助“大家”
衡东县还在非公经济组织党建

中，开展“四村两企十联共进”活动，

发动广大党员扶农助农。 “爱家乡、讲奉献”，正成
为当地非公经济组织新的价值取向。

绿然养殖专业合作社和衡金优质农产品有
限公司，是衡东最早的“联建”单位之一。 两家企
业以党支部为核心，联系霞流镇添枝村等4村，从
资金提供到项目引进，从配种、选苗到防疫防治，
为农户搞养殖提供全方位服务，使乡亲们逐步走
上致富路。

湖南恒建农林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近3年来投
资8000多万元，在莫井乡、荣桓镇等13个乡镇的
39个村，联系农户26000多户，高标准 、高质量开
发油茶种植基地4万余亩， 让一座座荒山变成了
农民的“绿色银行”。

穿行于衡东乡村，一个个项目正沐浴着党建
春风，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县委副书记、县长程
少平介绍 ，两年多来 ，在党组织发动 、党员带动
下， 全县非公经济组织以 “村企联动”、“项目联
姻”等多种形式助农兴农，共投入资金8.6亿元，创
办各类专业合作社282家 ， 实施兴农项目500多
个，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本报 9月 13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夏建军 刘柏林）
9月10日， 衡山县湘衡食品有
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 ， 省质
监部门派专人来为公司授予
食品生产许可证 。 该公司生
产的衡山米粉成为衡阳市首
个由省质监部门颁证的合格
卫生米粉。

据了解 ， 近年来 ， 衡山
县采取多种措施 ， 构筑食品
安全立体网络 。 县农业部门
在全县大力推广有机稻 。 由
于不施化肥和农药 ， 衡山产
的有机米成为湖南米业一大
品牌 。 同时 ， 加强对全县16
家蔬菜基地和18家农贸市场
果蔬日常农药残留速测工作。
药监 、 工商 、 质监 、 畜牧等

部门还携手开展 “地沟油 ”、
瘦肉精等专项整治活动 ， 今
年共出动执法人员1800余次，
检查餐饮单位和生产经营户
3000余家。 县里成立了专门的
食品安全委员会， 县人大、县
政协每年听取 《食品安全法》
执法情况汇报。 印制《食品安
全法》 手册， 发放到社区、企
业、学校、乡村，并定期向全县
人民发送食品安全手机短信，
还设立食品安全举报投诉基
金，发动群众参与食品安全监
管。 县公安部门积极查处食品
安全违法案件 ，各乡镇 、村和
社区配备食品安全专干和信
息员 ，将任务细化到岗 、责任
落实到人 ， 使食品安全监管
不留死角。

春风化雨“旗”更红 ———衡东扎实推进
非公经济组织党建纪实 衡山构筑食品安全

“立体网”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罗中华 喻惠 刘林声）
近日， 桃江县松木塘镇的双胞
胎兄弟陈文、陈武，顺利地在省
内两所高校上学了。 兄弟俩的
父亲患病，家境贫困，社会各界
捐助2.6万元才使他们圆了大学
梦。 据了解，桃江县今年共发放
各类爱心助学款960多万元，奖
励、 资助家庭贫困学生1800多
名。

桃江县拥有较大规模的
爱心助学基金会12个，基金总
额达1000万元。 上世纪90年代
初 ， 大栗港镇碑矶村就设立
“德智基金 ”，现已发展为 “佳
祥助学基金会”，拥有基金100

万元，至今累计发放助学金近
100万元， 资助学生300余名 。
2008年，由桃江籍将军钟渭贤
发起，联合其他3位乡友，共同
出资400万元设立的 “育才奖
学基金会”， 是该县迄今发放
额度最大的奖助学基金， 近5
年来共为140名学生发放奖助
学金240万元。

在桃江县众多助学爱心
人士中，也有收入一般的工薪
族和离退休老干部老职工 。
“桃江众心青年志愿服务队 ”
就是由26位因爱心而凝聚到
一起的个体户 、教师 、公务员
等组成的，今年8月成立不久，
就为贫困大学生捐资4000元。

桃江资助1800多名贫困学生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周云武 周勇军）
昨天，湖南金健米业电子商务启动仪式
在长沙举行。

今年来 ， 金健米业快速挺进电子
商务市场。 在电子商务市场策划初期，
遇到了产品沉重 、 物流成本较高 、 产
品附加值低 、 快递物流如何包装等众
多问题 。 但在金健米业电子商务项目
团队的努力下 ， 通过与物流 、 网络推
广等相关行业知名企业签订长期深度
合作协议 ， 完美解决了粮油产品网购
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问题 ， 建立了各种
应急处理方案。

9月1日上午 ， 金健米业第一个电

子商务平台天猫金健旗舰店试营业开
始 ， 在试营业开张的瞬间 ， 数万网友
涌入金健旗舰店 ， 短短十几分钟 ， 销
量爆棚至16000余袋、 3000多单。 金健
旗舰店当天浏览量达到20余万人。

金健米业营销负责人告诉记者 ：
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将粮油行业的消
费体验再次升级 ， 坐在家中买粮油 ，
轻轻一点送到家 ， 作为 “中国粮油行
业第一家上市公司”、 “中国大米第一
品牌”， 金健米业网上卖粮油是在电子
商务上的大胆尝试 ， 也是粮油行业对
电子商务市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测试。

金健米业打造网上粮油第一品牌

金 健
米业新一
届领导班
子启动电
子商务平
台。

周云武
刘梦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