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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晴 18℃～28℃
湘潭市 多云 19℃～30℃

张家界 多云 19℃～31℃
吉首市 多云 18℃～30℃
岳阳市 多云 20℃～27℃

常德市 晴 19℃～31℃
益阳市 多云转晴 22℃～30℃

怀化市 多云 19℃～28℃
娄底市 多云 20℃～29℃

衡阳市 晴转多云 19℃～29℃
郴州市 多云 19℃～28℃

株洲市 多云 19℃～30℃
永州市 多云转晴 21℃～30℃

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到晴天
南风 ２~3 级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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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周志辉 郭海龙 方小毛） 海归博士鲍坚
仁、 鲍坚斌两兄弟投资2亿元的电子级
高纯氨项目， 于3月底正式入驻岳阳市
云溪区。 这个拥有世界领先技术的项
目， 半年后达产， 将实现年产值6亿元、
利税2.4亿元。 这是云溪区近3年来引进
和培育的第68个高新技术工业项目， 高
新技术项目的茁壮成长， 为该区工业注

入了活力， 3年共“长” 出规模企业24
家， 高新技术产值130亿元， 税收7.2亿
元， 分别占全区规模工业的61%和75%。

该区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作为
提升工业的核心选择， 大力引进高技
术人才， 加强高新技术平台建设。 3年
来先后引进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020名，
其中硕士、 博士、 教授级高工以上人
才168人； 先后投资5200万元， 创建了

科技创业服务中心。 作为湖南省独具
特色的精细化工专业孵化器， 中心建
有信息中心、 开放性实验室、 中试基
地和检验检测中心， 拥有试验设备、
中试装置数套， 建有标准化厂房3万平
方米和综合信息服务大楼。 该区还设
立了100万元的“种子资金”， 对优势
项目进行重点扶持， 并提供包括手续
代办、 投融资、 企业管理咨询、 人才

培训等多项服务。
伴随着人才和技术形成的“高地”

效应， 该区高新技术产业渐成“气候”：
全区工业企业中， 有国家863计划项目5
个， 火炬计划项目10个， 国家重大攻关
项目4个。 近5年获国家级科技成果5项，
省部级科技成果22项。 近3年全区工业
经济总量和税收增长中， 高新技术产业
的贡献率分别达到70%和85%。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黄虎 蒋睿）4月25日，湘潭县启动人才引
进工程， 亮出222个有编制岗位广纳人
才。 该县县长傅国平承诺：将通过一系列
切实可行的举措，确保优秀人才进得来、
留得住、干得好。

据悉，该县决定引进的人才，专业分
布和职位设置涉及城市建设、规划、环保、
工业、经济、商贸、旅游、农林、畜牧、水利、

法律、管理、文化、计算机、财会、教育、卫
生等领域。其中20名全日制博士研究生或
副高级以上职称专家、12名全日制硕士研
究生、190名重点高校全日制本科生。为吸
引高素质人才乐意来、干得欢，凡招进者
都具有事业编制身份。 县财政安排了500
万元专门资金。对于引进的全日制博士和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3年内由用人
单位安排住房，博士及正高职称专家每月

享受3000元生活补贴， 副高职称专家每
月享受生活补贴800元；工作3年后若与用
人单位续签协议者， 还可获购房补贴5到
10万元，以及其他补贴。 全日制博士
研究生和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
可按干部选拔任用程序聘任为科级
领导职务。

该县县委组织部部长周贤表
示,在就业压力大、编制紧缺的情况

下，一次性拿出200多个有编岗位面向社
会招聘，体现了湘潭县爱才若渴，努力提
高人才结构的决心。

本报记者 邓明 白培生
通讯员 邱爱国 魏智华

在湖南郴州、 广东韶关和江西赣州
交界的“红三角”区域，有一块远近闻名
的红色热土，曾留下革命热潮“新湖南”、
红军长征突破第二道封锁线等红色史
迹。 这里就是汝城县。

在这块红色土地上， 有一位忠诚于
党的武装事业的兴武人。 他带领县人武
部赢得了上级授予的“基层建设先进单
位”、“先进旅团党委”等荣誉。 他，就是汝
城县委书记、 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廖
桂生。

每季度至少参加一次人武部党委
会、听取一次人武部工作汇报、到人武部
现场办公一次， 每年参加一次人武部党
委民主生活会、 带领县四大家领导过一
次“军事日”。 去年4月，廖桂生出任汝城
县委书记、县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便给
自己定了“五个一”，努力尽好当地国防
建设第一责任人的职责。

“靠感情管武装只能管一时，靠制度

才能管长远。 ”廖桂生坚持制度建军、制
度兴武。 县里结合当地实际，建立健全了
专武干部使用管理规定、 县委常委定期
议军等制度，对武装工作做什么、怎么做
作出具体规定， 并将党管武装工作述职
范围扩大到乡镇党委书记。

廖桂生还创新教育模式，把国防教育
作为县委党校科干班必修课， 并带头授
课。 在他影响带动下，全县呈现出全民关
心国防、热爱国防、支持国防的可喜局面。

汝城人武部底子薄、基础差。 去年6
月，廖桂生到人武部调研，了解情况后，
召开党政联席会， 决定由财政增拨61万
元， 用于人武部购置指挥车、 改造公寓
房。

“再穷不能穷武装， 再难不能难国

防。 ”尽管汝城财力紧张，但廖桂生态度
鲜明，只要涉及国防建设，一定设法保证
相关费用支出。

谈及人武干部随军家属安置， 政工
科长黄志深感慨万分。 他爱人原在江西
工作，两人分居多年。 廖桂生得知情况，
指示相关单位“特事特办”，很快将其爱
人调入汝城。 在廖桂生关心下，汝城没有
“军嫂”下岗。 而且，每逢建军节、春节等
重大节日， 重点优抚对象都会感受到当
地党委、政府的温暖。

“能不能建设既适应市场、又适应未
来战争需要的高素质专武干部和民兵预
备役队伍， 是检验党管武装工作成效的
重要标志。 ”廖桂生说。 去年汝城撤乡并
镇，人员分流压力大，但仍有4名基层武

装部长被提拔为正科级干部。 去年8月，
县委专门预留2个基层武装部长岗位，面
向社会公开招录。 同时，将村民兵营长纳
入村主干之列，落实相关待遇。

廖桂生特别看重专武干部队伍和民
兵预备役队伍建设， 但他更看重的是用
好这两支队伍， 让他们为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出力。 井坡乡袁良扶等4位退伍军人
办了一个综合养殖场，但效益不佳。 廖桂
生带农办、畜牧等部门负责人现场办公，
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这个养殖场成了带
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的标兵。

近2年，汝城民兵共出动2万多人次，
参与抢险救灾40余次，挽回经济损失500
多万元； 积极参与社会治安和矿山整治
等行动，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李焱华

4月19日，乍暖还寒。
在泸溪县兴隆场镇都里坪村， 来了两位特殊的客人，他

们是湖南农大教授黎家文和蒋立文。 听说省城来了教授，闻
讯而来的村民纷纷围了上来。 这次，两位教授给村民们送来
了辣椒种植、病虫害防治和辣椒食品加工技术。

“种辣椒，首先要防‘小地老虎’，俗称‘土蚕儿’，因‘小地
老虎’喜欢吃莴笋叶，所以辣椒苗移栽前，在莴笋叶上喷洒用
水稀释的敌百虫，再把莴笋叶撒在地上，就能将‘土蚕儿’一
网打尽。 ”黎教授循循善诱地说。

怎么科学种植辣椒？烟青虫、斜纹夜蛾以及茶黄螨等病虫如
何防治？怎么不打药防治病虫害？黎教授边讲解边示范。“哦，原
来是这样，我们都以为都要打药呢。 ”村民李雪丹听了恍然大悟。

兴隆场镇种植玻璃椒的历史有数百年，这里产的玻璃椒
色艳红亮、香味浓、口感好，先后获得了国家农业部无公害生
产基地证书和湖南省绿色食品A级证书。 但当地椒农急需技
术、管理等方面的支持。

在兴隆场辣椒加工厂，椒农李作喜等人在一本小册子上
密密麻麻地写满了问题，一一询问专门研究食品科学的蒋立
文教授。 蒋教授从辣椒的采摘、收购、加工、包装到品牌打造，
都作了耐心而细致的讲解。 他还鼓励企业充分发挥资源优
势，打造特色品牌，让辣椒产业走出湘西。

有了教授现场指导，村民有了底，李作喜信心满满地说：“今
年我们要搞大点，叫响兴隆玻璃椒品牌，让椒农增收致富。 ”

除了黎家文和蒋立文这两位教授，陶栋材、朱伟平、洪亚
辉、肖深根等4位教授当天也深入各乡镇，为泸溪椪柑、八什
坪青蒿中药材、 解放岩生姜等农业特色产业“把脉问诊”。
2011年来，长沙市芙蓉区与泸溪县结成互助区县，芙蓉区多
次派干部来泸溪开展体验式培训，泸溪也派干部到芙蓉区挂
职锻炼。今年，芙蓉区由区统战部、民宗外侨局等部门牵头，
把科技“直通车”开进泸溪，先后6次邀请湖南农大等高校的
专家教授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指导， 已开展现场培训20多场，
培训农民上千人。

本报 4月 26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彭红光 向东）
4月25日下午， 郴州市在深圳
举办2013年重点园区重点产
业招商推介会，吸引粤、港、台
等地200余客商参会， 现场签
约项目17个， 签约引资金额
278亿元， 其中投资10亿元以
上项目10个， 涉及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精深加工、
精细化工等多个领域。

这次招商推介会召开前
夕，郴州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
人分别带领招商分队深入珠三
角，主动对接华为、普天公司、
广州城建集团等企业， 热情推
介郴州，介绍有关项目情况，面
对面磋商合作事宜， 受到有关

企业欢迎。
据了解， 近年来， 郴州市

抢抓国家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
示范区建设机遇， 大力开展招
商引资工作， 加快承接产业转
移， 带动区域经贸发展。 去
年， 该市实际利用外资7.5亿
美元， 总量居全省第二位； 实
现外贸进出口总额27.8亿美
元， 增幅居全省第一位、 总量
居全省第二位； 实现加工贸易
19.1亿美元， 总量居全省第一
位。 市委书记向力力介绍， 今
年要在新引进一批投资过10
亿元重大项目上取得新突破。
除4月举办大型招商活动外， 8
月还将开展“集中招商活动
月” 活动。

芷江希望工程硕果累累
20年救助贫困失学儿童2.75万余名

本报4月2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龚卫国
傅强）“从小学开始，我就得到了希望工程的帮助，可以说，没
有希望工程就没有我的今天……”4月25日，在芷江实施希望
工程20周年座谈会上，希望工程受助学生代表、芷江一中学
生蒋金桂满怀感激地对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人士说。

从1993年开始，芷江把实施希望工程、解决贫困山区失
学儿童读书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制定了希望工程实施方
案，成立了相关领导小组。 1997年，该县希望工程办公室正式
定为事业单位，定机构、人员、编制，开全省先例。 县里还将希
望工程工作列入县级领导目标考核责任制，建立了联系网络
及严格的复信反馈、资金下拨等制度，并将每年4月定为希望
工程宣传月。

同时， 芷江把希望工程与县域经济发展连在一起， 实现
“输血”与“造血”功能同步增强。 经团县委牵线搭桥，上海交
大、华东师大等高校与芷江结成校县手拉手“友谊互助对子”，
上海团市委还将芷江定为大学生暑假社会实践和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利用学校的科技、人才优势，给芷江提供科技服务。 工
行上海市徐汇支行与芷江工行、 华东理工大学与芷江机械厂
结成友谊互助对子，华东理工大学团委还专设“芷江工作办公
室”，帮助芷江实施希望工程，扶持芷江发展经济。

到目前为止，通过实施希望工程，芷江累计救助贫困失
学儿童2.75万余名，建设希望学校22所，帮助30余所学校改
善了办学条件，建立希望图书室、体育室28个，筹集各类捐款
600余万元。 受助学生中，有7500人升入大中专院校学习，有
2000多人走上了工作岗位。 由于成效显著，芷江希望工程办
公室被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授予“全国希望工程建设奖”。

长沙整治中小学校园周边环境

200米范围内严禁开设
歌舞厅电游室网吧

本报4月26日讯（记者 王文隆）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
围内，严禁开设歌舞厅、电游室、网吧之类营业场所。 同时，做
好无证照经营网吧整治工作，遏制无证照网吧回潮现象。 这
是今天记者从长沙市召开的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会议上获悉的。 今年，该市将集中开展以维护未成年人身心
健康为重点的文化娱乐市场整治行动。

这次会议要求，文化管理部门严把审批关，依法严禁在
中小学校园周边200米范围内开设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电
子游戏机房和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文化执法、公安、新
闻出版、工商等部门将加大文化市场监管力度，增强网吧、游
戏游艺娱乐场所、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出版物经营场所监
管力量，提高检查频率；依法查处网吧、文化娱乐场所违规接
纳未成年人和发行、传播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出版物。

云溪区 高新技术助工业提质

湘潭县 200多岗位虚位以待

教授“把脉”到田头
记者�� ��在基层

郴州:深圳招商引资278亿元

红色热土兴武人
———汝城县委书记廖桂生关心支持国防建设纪事

近日，以“蚩尤故里·新化梅山”为主题的新化全国摄影大赛评奖揭晓，娄底市电业局员工袁小峰拍摄的作
品《人间仙境八卦冲———新化紫鹊界梯田》(上图)摘取了大赛最高奖项———特级收藏奖。本报记者 段云行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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