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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伟锋 孙振华
通讯员 蒋战勇

“有女莫嫁洞井铺，3年磨坏9条
裤。”这是昔日的洞井乡。

“有女难嫁洞井铺，洋房股份小车
库。”这是今日的洞井街道办事处。

口口相传的民谣，折射洞井之变。
从乡、到镇、再到如今的街道办事处，
无论名字之变，还是民谣之变，都见证
了洞井的城镇化进程。

七成农民“洗脚进城”住洋房

5月22日，记者在长沙市雨花区洞
井街道办事处牛头村的安置开发项目
现场看到，8栋高楼正在紧锣密鼓施
工。

作为牛头村(社区筹委会)负责人，
彭永其正在工地忙活。“以后， 村里的
人都要集中居住在高楼里，村改社区，
乡亲都‘洗脚进城’成市民了”。

牛头村正在发生的嬗变， 正是洞
井推进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

1996年，长沙汽车南站搬入洞井。
以此为起点， 洞井这个昔日的农村郊
区，开启了城镇化的恢宏大幕。

紧随而来的全国小城镇建设试
点、湖南环保产业科技园建设、长沙市
城乡一体化和两型社会建设基层改革
试点、比亚迪汽车城等重大项目建设，
成为洞井推进城镇化进程的原动力。

然而，大建设必然带来大征地、大
拆迁。

为使拆迁农民拆得动、稳得住、安
得下， 洞井将拆迁农民安居列为推进
城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

洞井街道办事处党工委书记周建
雄介绍，拆迁安置中，为尽可能节约用
地，他们打破以往“从天到地”的传统
安置模式， 全面推行高层公寓化住房
安置，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品
质配套。

在已建成的高升社区，记者看到，
住宅区内绿树成荫，道路干净整洁，活
动中心、健身娱乐、文化广场、车库等

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专业的物业管理
人员不时在小区巡查。

“喷泉池里洗拖把， 绿化带里种
菜， 阳台上堆废弃物， 楼梯间里放杂
物。”记者印象中的农民安置小区形象
荡然无存。

67岁的李祥利老人， 正在小区悠
闲散步。她热情地拉着记者进了家门。
100平方米的房子内，电脑、电视、冰箱
等现代化家电一应俱全， 用的是天然
气。老人家乐呵呵地告诉记者，在泥巴
地里忙活了几十年，没想到“乡里人”
还真正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

周建雄介绍， 洞井街道办事处另
外7个正在筹建居委会的被征地村，都
将按这样的标准建设新型社区。目前，
办事处已有7成以上居民住进了城里
安置小区。

以地兴业，坐地生金，细水长流

在高升社区， 一栋30多层的写字
楼特别引人注目。

社区居委会主任石柳笑称， 这栋
楼是高升社区居民的“银行”。

看记者满脸疑惑， 这位年轻的居
委会主任算起了“红利账”。

原来，社区留够住房安置用地后，
在剩下的地上做起了“土地”文章。不
搞一锤子买卖， 一改以往零散开发或
一次性买断土地的做法， 将村里剩下
的地统一起来用于商业开发。 社区每
个居民都有股份， 商业开发后的利润
按股分红。

这栋由社区自主开发的写字楼，
成功引进西雅四星级国际大酒店。仅
楼宇租金收益一项，社区1098位居民，
去年每人分得1万元红利。

借鉴这一成功经验， 高升社区以
地生财，滚动开发多个项目，目前社区
集体资产超过15亿元。 社区居民每月
可领到1100元工资， 这钱就是来自社
区集体资产的收益。

石柳介绍，这种做法可避免土地卖
光、资金分配到户后，或挥霍一空，或投
资理财失误血本无归等现象出现。

以地融资、以地兴业、以地增收。
和高升社区一样，桃花、牛头、板塘等
社区筹委会， 类似项目开发的年收益
均已突破1000万元。 集体资产在统一
运作中“活”起来，确保了被拆迁农民
的红利随着土地和物业升值最大化，
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享受“坐地生金、
细水长流”的生活。

安居乐业，“观念上进城”

有工资，有分红，享受与城里人一
样的社保，没了后顾之忧；孩子在城里
人挤破脑壳都想进去的砂子塘天华寄
宿制小学读书……“洞井的‘乡里人’，
和城里人一样生活得很滋润”———这是
洞井天华社区居民刘昶瑜的幸福感受。

在不断由“乡”变“城”的过程中，
洞井在确保拆迁农民利益不受损害的
前提下，创造条件，让他们在就业、教
育、 医疗等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与城
市居民同等的待遇： 全部纳入城镇就
业体系，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实现全覆
盖，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

为帮助拆迁农民“观念上进城”，

洞井街道办事处创办“新市民夜校”，
有针对性地开展征地拆迁政策、 居民
当家理财、民间集资借贷等专题讲课；
夜校还举办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文
体活动，丰富这些“新市民”的业余生
活，寓教于乐，提升素质。

为鼓励拆迁农民创业， 洞井街道
办事处出台创业富民奖励办法、 小微
企业扶持办法等， 每年拿出100万元
“真金白银”奖励创业者。

5月22日中午，记者在省植物园附
近一家名为“福林寨”的农家乐看到，
车来客往、食客盈门，这就是板塘社区
居民张浩的创业成果。2005年，征地拆
迁后，张浩拿出一部分拆迁资金，加上
街道办事处提供的创业奖励资金，与
人合伙开办了这家农家乐， 生意红火
了多年。

在系列奖励扶持政策激励下，洞井
拆迁农民98%实现就业， 其中自主创业
的达70%。用当地居民的话说，少有拿着
土地补偿金“坐吃山空”的“败家子”。

进得来、住得下、留得住、发展得
好， 安居乐业的洞井人已真正融入城
市！

李伟锋

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大力推进，大

量农村土地被征用，失地农民户籍由
“农 ”转 “非 ”，这仅仅是称呼上的改
变。如何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
城镇化”， 从数量型扩张向质量型增
长转变，需要通过系统性的配套改革
来实现。

为防止征地、 拆迁农民
“被城镇化”， 长沙市雨花区
洞井街道办事处对被征地农
民实施“生活安置集约化、生
产安置资产化、 保障福利市
民化”的模式，为新型城镇化

建设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失地农民既
能进城安居，又能从集体资产经营中
获得长期、 稳定的收益； 在教育、医
疗、养老等公共服务上，与市民享受
均等待遇， 完全解除进城后顾之忧；
注重加强教育引导 ，不但 “人 ”进了
城，思想觉悟、行为规范也跟上城市
文明发展的步伐。这样，被拆迁农民
既进得来，又住得下、留得住，还能发
展得好，真正融入了城市。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邓斌）5月21日至23日，由
湖南省贸促会主办、欧洲企业服务
网络华中中心（EENCC） 承办的
“2013亚欧中小企业对接洽谈会”
在北京举行，41家湖南企业与29家
欧盟企业达成56项初步合作意向。

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41家湖
南企业与来自英、德、法等11个欧
盟成员国的29家中小企业配对洽
谈， 达成56项初步合作意向。会
前，EENCC根据参会中欧双方企
业行业类别、合作需求，提前通过
网站将双方企业信息公开， 以互
选的方式， 有针对性地实现企业

配对， 使企业之间的洽谈合作更
加方便快捷、富有成效，多家中欧
企业现场提出了采购产品、 提供
样品、考察企业的需求。

洽谈会还举办了中国企业如
何开拓海外市场、 外国企业如何
进入中国市场讲座等系列活动。

欧洲企业服务网络华中中心
是经欧盟委员会授权，于去年5月
在长沙成立的第一家欧洲企业服
务网络分支机构， 服务范围涵盖
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江西、安
徽等6省，一直致力于推动中欧企
业的合作， 帮助湖南中小企业开
拓国际市场。

农民欣喜变市民
———看洞井街道办事处如何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

湖南黄金集团
“尝鲜”私募并购债
为国内首单，票面利率为5.85%
� � �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赵书生）除了银行贷款、上市等传统融资
方式，湖南企业正开始尝试一种新的募资
形式。今天，浦发银行长沙分行举行投行
业务新产品发布会称：湖南黄金集团于本
月20日发行1.48亿元私募并购债，由浦发
银行主承销，由此成为国内第一单并购类
债务融资工具。

IPO审核节奏放缓和市场低迷， 给国
内投资银行业带来较大影响。大力发展债
券及并购重组业务，成为各投行的调整方
向。本次发行的私募并购债，是指非金融
企业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的，募集资金
用于非金融企业并购活动，约定在一定期
限内还本付息的中期票据。

湖南黄金集团将此次募集资金用于
归还“原并购贷款”（早先并购宝山矿业的
银行贷款），可以获得3方面的收益：一是
本次并购债为信用方式，可以释放原并购
贷款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二是并购债的
票面利率为5.85%， 综合成本较原并购贷
款低0.9%， 每年可因此节约财务费用130
万元； 三是还本计息方式为每年支付利
息、到期偿还本金，较原并购贷款的按季
度还本付息，能更高效地使用募集资金。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陈苹）记者今天从省公安
消防总队获悉，从即日起至5月31
日， 我省消防部门将在全省部署
开展集中整治违章搭建彩钢板建
筑及人员密集场所窗户设置防盗
网专项行动。

据了解，商场、市场等人员密
集场所违章搭建彩钢板临时建筑
和门窗设置障碍物的现象在我省
仍然大量存在，带来火灾风险。同
时，该现象严重影响排烟、灭火救
援和人员逃生， 耽误疏散和救援
时间，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行动期间， 全省消防部门将联
合住建、安监、城管等部门，对整治

范围内的单位和场所进行“网格化”
排查。 对排查出来的违章搭建的彩
钢板临时建筑存在重大火灾隐患
的，一律责令立即拆除，依法对危险
部位或场所实施临时查封； 对建设
工程工地搭建的彩钢板临时用房不
符合消防技术标准的， 一律予以临
时查封，并抄报住建部门；对人员密
集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
火救援的铁栅栏、 广告牌等障碍物
的， 一律依法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
的，依法强制拆除或临时查封。各级
消防部门应严把审核、 验收和备案
检查关口， 对采用不符合消防安全
技术标准的彩钢板搭建的各类建筑
一律不得通过消防行政审批。

全国最大槟榔
制假售假案开庭
本报5月23日讯（通讯员 陆义 禹爱民

记者 张斌）5月22日， 湘乡市人民法院公
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贺战友等槟榔制假
售假案， 公诉机关分别以假冒注册商标
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销售非
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等罪名，对贺战
友、李旺民、吴健伟、朱忠华等7名被告人
提起公诉。

被告人贺战友（湘乡人），李旺民（邵
东人），吴健伟（广东海丰人），朱忠华（汉
寿人）。法院审理查明：自2009年底至2012
年10月间，被告人吴健伟销售假冒“糊涂
味”、“雄究究” 等注册商标的槟榔包装袋
400余万个给被告人李旺民； 李旺民除将
其中200余万个卖给贺战友外，还将约100
万个装入槟榔后，以每袋2.1元的价格销售
给被告人贺战友等人。贺战友在购得假冒
注册商标包装袋后，除将其中的约10万个
包装袋制成假冒品牌槟榔出售外，其余的
以每个赚取2至4分钱不等的利润，销售给
朱忠华等人， 朱忠华等人又采取与贺战
友、李旺民类似的方式，从中谋取暴利。该
案总涉案价值近5000万元，公安机关认定
为全国最大槟榔制假售假案。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马建新）今天，记者从省知
识产权局获悉，2013年全国专利代
理人资格考试报名工作将于5月28
日至6月17日进行，全部实行网上报
名。 与往年相比， 今年报名时间提
前， 并由原来的两周时间延长为三
周。长沙为考点之一。

据悉，在报名条件方面，为了加
大专利代理人才培养力度，今年继续
执行去年改革后的报考条件，即高等
院校在读硕士研究生学习期满两年
的以及高等院校在读博士研究生，视
为从事过两年以上科学技术工作。对
于2013年首次参加考试的报名人
员，接受查验时应当提交本人有效身

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学历或者学位
证书原件及复印件、工作证明原件。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专利代
理人才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目前我
省共有代理机构或分支机构31家，执
业代理人仅119人。2012年全省共申
请专利35709件，其中由专利代理机
构代理的12785件 ， 代理率仅为
35.8%， 与全国平均70%的代理率相

比，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
近年来，我省为推动专利代理人

才培养，出台了《湖南省专利代理行
业发展意见》， 旨在加强代理机构管
理和专利代理人才队伍建设。为鼓励
参加全国专利代理人考试，省知识产
权局还对在湖南考点报名并参加省
内培训、一次性考取专利代理人资格
的本省人员给予奖励或经费补助。

———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构建诗意的家园��� 亚欧中小企业对接洽谈会“搭桥”

湖南与欧盟企业
达成56项初步合作意向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周小雷)
今天晚上，由省纪委、省文化厅、
益阳市委、 益阳市人民政府共同
主办的大型廉政花鼓戏《一钱太
守》， 在湖南大剧院进行专场演
出。 省领导许云昭在专场演出开
幕式上致辞并观看演出。

廉政花鼓戏《一钱太守》，是由
越剧《一钱太守》改编而成。该剧取

材于东汉时期浙江绍兴一位清官刘
宠的真实事迹，围绕“为官清廉、亲
民爱民”这一主题，通过挖掘历史题
材， 并赋予新的内容。 剧情跌宕起
伏、扣人心弦，尤其是一尘不染、一
心为民的“一钱太守”清廉形象，通
过花鼓戏艺术形式演绎， 让人耳目
一新，不仅充实了文化生活，更是一
次接受廉政教育难得的好机会。

一次接受廉政教育的好机会

《一钱太守》在长专场演出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黎日坚 张远平
黄松柏）今天，省委宣传部和省广
电局联合在汨罗市召开全省农村
应急广播“村村响”工程建设现场
会。省广电局局长杨金鸢称，经过
一年多实践，全省7个试点县（市）
共有1700多个行政村完成了农村
广播“村村响”建设任务，目前运
行状况良好。受省委常委、省委宣
传部部长许又声和副省长李友志
委托，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孔和平
到会提出要求： 希望各地进一步
统一认识，加快行动，齐心协力顺
利推进我省农村应急广播“村村
响”工程。

自2011年起， 我省专题研究
部署农村广播“村村响”工作，不
断探索新时期农村广播的建设模
式和长效机制。 陆续在汨罗、嘉

禾、安乡、南县、津市、慈利、湘阴
等7个县（市）开展了“村村响”工
程建设试点。今年，省广电局在全
省再选出20个县进行试点建设；
出台了“村村响”工程建设技术规
范和验收标准， 将通过以奖代投
的方式，对试点建设县（市）经验
收合格后给予一定的奖励资金，
并在全省全面动员。 各地不断探
索创新， 走出了一条农村广播事
业发展的新路子。

会议提出， 力争用5年时间，
在全省县一级的农村地区， 采取
有线、无线、卫星、IP等传输方式，
建设一个覆盖所有县（市）的农村
广播网络， 全面实现广播“村村
响”，形成县、乡镇、村三级可管可
控的基层政务信息发布平台、政
策宣传平台、 灾害预警应急指挥
平台。

我省农村广播建设步入加快发展新阶段

1700多个村实现“村村响”

本报5月23日讯（记者 彭彭）
5月22日下午，“4·20”芦山强烈地震
社会组织灾后重建项目需求对接暨
签约仪式，在四川省雅安市举行。受
雅安市政府邀请， 共青团长沙市委
与共青团雅安市委当天就“捐助灾
区困难学生及援建青少年活动阵
地”项目进行意向签约。该项目金额
达300万元，初步拟定专项用于灾区
青少年活动阵地建设，以及对500名

青少年进行为期３年的资助。
“4·20”芦山地震发生后，共

青团长沙市委紧急行动， 动员
7000余个基层团组织和社会各界
爱心人士筹募专项资金300万元。
5月14日至16日，由共青团长沙市
委、 长沙市青基会和社会爱心人
士组成的调查团赴芦山县进行项
目考察，与当地青基会对接沟通，
并最终确定了帮扶意向项目。

长沙团市委
300万爱心款献雅安

集中整治消防安全隐患

拆除违章彩钢板建筑

■记者感言 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5月23日，衡南县相市乡爱心人士李干生等人，将几百套新衣服送到该县上壁完小学生手中。近5年来，李干生
拿出100余万元资金，资助留守、失学儿童，帮助学校改善条件，使当地2000余名留守儿童得到关爱。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专利代理人考试网上报名
全省执业代理人仅119人，专利代理机构代理率为35.8%

本报5月23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朱惠初 朱剑飞）今天，中国南车株洲电机
有限公司宣布，他们为福建吴航不锈钢制
品有限公司研制的替代进口的“动力分
散”型交流变频调速精轧电机，成功通过
国家级试验，使我国在该领域实现了零的
突破。

据了解，目前我国高速精轧行业普遍
使用直流电机。前不久，吴航公司从德国
引进新型高速精轧线。“南车电机”研制的
交流变频电机是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设

备，成功取代国外同类产品。其特点是效
率高、能耗低，转子惯量小，响应速度快，
完成一次工作流程只需65
秒。该电机与德国高速精轧
线联调配套，以“动力分散”
理念，为每台精轧机装配一
台交流变频电机，省去机械
变速传动环节，实现无级调
速，线材精度可提高50%，工
作效率提高30%， 能耗降低
20%以上。

南车株机研制出交流精轧电机
使我国在该领域实现零的突破

印象“城镇化”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