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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刘凌
陈永刚） 昨天， 湖南红星盛康油脂
股份有限公司在农博会上推出最新
开发的高端茶油产品， 雨花区红星
村党委书记、 红星实业集团公司董
事长吴建松专程为红星实业集团旗
下这款产品呐喊助威。

上世纪90年代， 随着城市发展，
红星村所有土地被征收， 红星村成
立红星实业集团公司， 转而经营市
场， 发展成为全省最大的农产品交
易中心， 并成功承办了十四届农博
会 。 在流通领域大显身手的同时 ，
红星人对农业痴心不改。 从去年开

始 ， 红星实业集团调整产业布局 ，
进军农产品加工产业， 集团投资10
多亿元， 相继在雨花区、 茶陵县建
立生猪、 茶油两大产业基地。 其中
落户雨花区的红星盛业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年加工屠宰生猪能力达200
万头， 拥有全省行业内首个安全放

心肉溯源系统。 落户茶陵县的红星
盛康油脂股份 有 限 公 司 年 加 工 茶
油 能 力 达 8000吨 ， 重点开发高端
茶油产品。 据吴建松介绍， 按照规
划， 5年内， 这两大产业年产值将超
过100亿元， 成为红星集团新的支柱
产业。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刘婉蓉 ）“真没
想到 ，黄茶也有紧压茶 ，喝起
来很爽口。 ”农博会开幕几天
来，君山茶业公司展出的紧压
黄茶 “黄金饼”、“黄金砖”，让
许多市民既开了眼界又享了
口福。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只
有黑茶有紧压工艺 。 而事实
上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君山
茶场曾有过生产紧压黄茶的
历史， 但后来技术部分失传。
近年来，君山茶业公司专门成
立攻关小组，把黑茶的紧压工
艺引入黄茶加工过程，成功研
发出新型的紧压黄茶，填补了
国内茶产品的空白。

君山茶业公司总经理王准
介绍， 紧压工艺大大丰富了黄
茶的原料来源， 基地茶园采摘
单芽头加工君山银针， 一芽一
叶制作黄茶毛尖， 一芽两叶紧
压成饼、砖，茶农可以因此多卖
鲜叶而明显增收。同时，紧压黄
茶兼具黑茶的耐
储优势，市场运营
空间大大拓宽。 在
口感上，储放几年
的紧压黄茶依旧
能保留黄茶传统

的甜香风味，甘醇可口。
本次农博会上，君山茶业

公司的紧压黄茶受到市民热
捧，会场的现金和订单交易累
计已突破360万元； 一批经销
商更是看中其耐储的特点，计
划接洽代理销售。

绿色盆栽受青睐
本报11月21日讯(记者 陶小爱 通讯员 黄春元)

农博会上，湖南天泉公司的展厅分外清新。 大小一致
的草毯作为墙纸，包裹了整个墙面，展厅里摆放了不
同类型的草毯及各种创意盆景。 该展厅内的数百盆
绿色盆栽一经展出，便受到不少市民的青睐。

据湖南天泉公司总经理周建国介绍，展厅内所
有草毯、绿色盆栽都是利用木屑、秸秆、蘑菇渣等农
业废弃物种植而成，其产出的沼渣、沼液可生产营
养基质和有机肥，实现循环利用。 这些草毯、盆栽
等绿色植物，从地里搬移不会带走泥土，也不会引
起耕土层破坏。

据了解，目前该公司已在长沙莲花镇立马村流
转8000多亩土地作为生产基地，在陕西、山西、江西
等多地加盟了绿色生产基地，形成年产上百万平方
米的生产规模，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复合无土基质移
动式草毯生产基地。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肖建生
通讯员 钟默） 记者今天从省直有关
部门获悉， 今年以来 ， 受个人所得
税法修改的政策效应影响， 我省个
人所得税收入大幅下降， 前10月全省
工薪个人所得税下降幅度达21.7%。

2011年9月1日，修改后的个人所
得税法开始实施。修改后的个人所得
税法，将工资、薪金所得费用扣除标
准从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 将9
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 相应的
级距也作了调整。这一改革使中低收

入者受益，税收负担明显降低。
修改后的个人所得税法实施1年

多来，各地税务机关从讲政治、讲大
局的高度积极行动，周密部署，扎实
做好新政策的贯彻落实工作。从目前
实施情况来看，征管运行平稳，政策
效应明显。 同时，各地税务机关干部
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抓好对高收入者
财产转让，股息、红利等非劳动所得
和合伙企业股权投资、私募基金所得
的税收征管工作， 不断完善征管手
段，创新管理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

“智囊团”助力湖南医改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 唐爱平 ） 今天 ， 湖南

省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 省委省政府医改决策
从此有了 “智囊团”。 副省长李友志为15位专家咨询
委员颁发聘书。

近年来， 我省医改工作进展顺利， 三年医改目
标全面完成， 人民群众 “看病难、 看病贵” 问题得
到缓解。 当前， 医改已进入深水区， 所触及的深层
次矛盾也越来越多， 难度也越来越大。 省委省政府
成立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 首批15名专家咨询委员，
分别来自医改职能部门 、 卫生部门 、 医院 、 大学 、
医药企业以及科研机构。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职责是： 对本省医改工作的
重大决策、 发展规划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等提
供咨询和建议； 对医改进程中的重点、 难点、 热点
问题及新情况、 新问题研究提出意见建议； 对本省
医改工作推进及医改效果评价提供咨询、 论证和建
议， 参与医改调研、 督导和评估等工作； 研究分析
国内外和其他省 （市、 区） 医改做法， 为本省医改
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等等。

李友志在会上说， 专家咨询委员使命光荣， 担
子很重， 要深入基层， 深入实际， 察民情、 听民声、
解民意， 当好政府和百姓之间的桥梁纽 带 ； 要 围
绕群众关注的热点 、 难点 、 重点问题进行深入
细致的调研 ， 从科学决策的高度提出切实可行
的措施和办法 。 他还要求各政府职能部门支持
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 对于专家们的研究成
果， 省医改办在做决策时要认真对待予以采纳， 各
部门也要在资金、 人力、 物力等方面， 对专家们的
工作予以大力支持。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更加注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减税政策效果明显
前10月全省工薪个税下降21.7%

■聚焦农博会

“红星”推出高端茶油“市场大佬”
进军生产

引入紧压工艺创新产品

君山黄茶热销

11月20日 ， 施工人员在溆水河清淤 。 近年来 ，
溆浦县先后投入过亿元资金， 用于县城城区污水治
理和河道周边美化亮化， 有效改善了生态环境， 提
升了城市品位。

周晓鹏 张在陆 摄影报道

罗艳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公平正
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
求， 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 经济
社会发展的基础上， “加紧建设对
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
制度， 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
公平、 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
公平保障体系， 努力营造公平的社
会环境， 保证人民平等参与、 平等
发展权利”。

“三个公平” 彰显了我党公平
正义的执政新蓝图， 表明一个充满
自信和力量、 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政
党， 一方面对自身有充分的了解和
把握， 另一方面有勇气和胸怀去改
革和完善自己， 同时十分注重和关
切百姓的期盼、 要求和希望。 这是
“以人为本” 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深
化和细化， 是将以更大力度改善民
生和加强社会建设的明确信号。

公平正义是人类永恒的追求，
同样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党
的十七大提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
务， 到十八大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倡导平
等、 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体现出我们党对公平正义在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不断深化， 体现了党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是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着力点。 加紧建
立健全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制度， 逐
步建立以权利公平、 机会公平和规
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
体系 ， 更好地促进和维护公平正
义， 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
要着力点。

促进和维护公平正义是全面深
化改革的重要价值取向。改革向“深
水区”不断深入推进，势必涉及到现
有利益格局的调整。 只有把促进和
维护公平正义作为利益分配和调整
的主要价值取向， 各项改革事业才
可能得到更多的人拥护和认同，才
能充分调动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
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 各得
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

当前， 世情、 国情、 党情继续
发生深刻变化， 我们面临的发展机
遇与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全面深化
改革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这就更需
要我们把创造公平的社会环境、 保
证人们平等参与、 平等发展的权利
作为推进和深化改革的主要价值取
向， 让更多的人在分享改革成果的
同时， 构建更广泛的改革共识。

溆水清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