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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护创新细胞 谱写电汽传奇

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
深度解析（七）

6年前 ， 株洲南车时代电
动公司建成全国首个电动汽车
产业化基地， 其销量现居全国
前列 。 总投资4亿元的新能源
汽车试验检测能力及产能提升
项目， 计划今年10月底完工并
投产 ， 预计年产值超过 50亿

元。
本报今天3版刊登 《“自主

创新长株潭现象 ” 深度解析 》
系列报道第七期 《谱写电汽传
奇———“自主创新长株潭现象”
成因探秘·产业篇 》 。 敬请关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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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24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雷越毅 石科圣）“我的梦想是
将益阳的苗木栽到全国各地去。”近
日，益阳市一家园林景观公司的总经
理杨众军对记者说。 他2008年还只
是一个想“找个稳定工作”的大学毕
业生，如今已成为益阳“80后”创业者
协会会长。他的公司经过5年的发展，
今年销售额有望过亿元。

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说，益阳就
是要通过帮扶一批像杨众军这样的
青年人创业，来带动全民创业，以创
业促就业，形成创大业、大创业的热
潮。今年上半年，该市新增经济实体
9761家，新增创业2.9万余人。

为帮扶青年人创业，益阳市开通
了官方网络服务平台———益阳创业
网，建立了创业指导中心，组建了由
175名专家组成的创业服务咨询队

伍。还面向大学生等群体，开发可选
用的创业项目400多个， 并以当地优
势产业为主导， 建立了2个省级、3个
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同时，在创业场
地、融资等方面，为青年人提供政策
扶持。先后筹措200多万元资金，资助
一批高校毕业生创业。

在政府帮扶下，益阳市大批青年
人成功创业。近两年该市评出的66名
创业之星、 创业新星中， 青年人占
40.9%。该市“80后”创业者协会已发
展会员企业406家， 其中规模以上企
业23家。青年创业典型带动全民创业
热情高涨，市里因势利导，扩大创业
服务平台覆盖面，加大创业培训与扶
持力度，提高创业成功率。去年，仅电
子商务创业培训班就办了12期，培训
学员360人， 其中245人成功开设网
店。今年1月至7月上旬，全市采取多

种形式， 培训近4000人
次 ，58.6%的参训者创业
取得初步成功。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周银娥 彭启毛）今年
以来，娄底市娄星区逆势而上，各项
经济指标连创新高。 在不久前娄底
市举行的项目建设督查会上， 娄底
市委书记龚武生对娄星区给予了高
度赞赏。

娄底是我省唯一只有一个市辖
区的地级市。 近年来， 娄底市的重
点项目， 主要布局在娄星区范围，
项目建设最艰难的征地拆迁工作也
都落在娄星区身上。 区委区政府旗
帜鲜明提出做好服务与发展文章，
扎扎实实为项目建设做好前期工
作， 每个处级领导都管项目拆迁。
拆迁过程中， 娄星区把群众利益放
在首位， 坚持公正、 公平、 公开。
娄底城市内环线建设的征地拆迁，
涉及10多公里、 163栋房子的拆迁，
区里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任务。 沪昆
高铁娄底南站有25个重点个案， 15
天内全部解决， 且没有一个拆迁户

上访。 和谐拆迁、 快速拆迁的“娄
星经验”， 为娄底全市的重点项目
建设起到了开路先锋和示范作用。
这既促进了市域经济快速发展壮
大， 也为娄星区搭起了攀登的台
阶。

在做好服务文章的同时， 娄星
区主动利用好城市与农村间的插花
地，乡村与企业间的边界地，因地制
宜做好工业集中区建设。 既为区内
大企业做配套， 又高起点引进新兴
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立
足高溪的工业集中区， 去年以来新
进工业项目近20个， 今年可投产的
亿元项目超过5个，成了娄星区发展
的增长极。

服务带动发展，发展促进服务，
娄星区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良性循
环。今年上半年，娄星区财政收入逆
势增长31.52%，总量跃居全市首位。
在上半年的全省民调中， 娄星区的
群众满意度排名快速跃升91位。

帮扶青年创业
益阳市半年新增创业2.9万余人

服务促进发展
娄星区上半年财政收入居娄底首位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贺佳
冒蕞 实习生 苏铁映） 今天下
午， 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在
长沙会见了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
裁肯纳尤·内旺泽一行。

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门
金融机构， 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
发展农业生产， 逐步消除农村贫
困。

杜家毫感谢国际农发基金为
湖南贫困地区广大农民摆脱贫
困、 发展生产、 提高收入提供的
帮助。 他说， 今年湖南克服历史
罕见的高温干旱影响， 确保了每
一个农民喝上水、 吃上饭。 当
前， 湖南正组织秋季种植， 努力
减少农民受灾损失。 湖南湘西等

地区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 部
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 需要进
一步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加大脱
贫致富力度， 早日过上全面小康
生活。 希望通过总裁先生此次访
问， 进一步深化双方在农业科
技、 农村金融创新、 扶贫开发等
领域的合作， 共同促进湖南现代
农业和扶贫事业发展。

肯纳尤·内旺泽说，湖南在农
业发展和农村减贫方面探索出了
很多新鲜经验， 让我看到了湖南
在粮食供给方面的巨大潜力。国
际农发基金愿继续深化与湖南的
合作，帮助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副省长张硕辅、 省政府秘书
长戴道晋参加会见。

本报记者 孙振华

“听说过有彩色棉花， 还
没有听说过有彩色水稻”

8月24日上午， 华声在线“主食革
命” 主题沙龙招募的60多名网友， 身
临长沙县北山镇福高村新合组大片彩
色稻田， 眼前黑色、 紫色、 绿色的稻
田， 如多彩的地毯般铺展开来， 在微

风轻拂下煞是壮观。
“听说过有彩色棉花， 还没有听

说过有彩色水稻！” 在一片叽叽喳喳的
议论声中，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 相机
拍照。

“原来以为只有稻米是彩色的，
没想到叶子也是彩色的。”

“你们用什么魔法让水稻变成彩
色的？”

面对网友七嘴八舌的提问 ， 有

“湖南彩色水稻第一人” 之称的省水稻
研究所副研究员闵军笑呵呵地介绍起
彩色水稻的来历。 1999年他们在稻田
里偶然发现了一株紫色水稻， 于是以
这株水稻为母本， 与其他常规稻杂交，
然后通过七八代培育提纯， 相继培育
出红、 黑、 紫等几大类50多个品种的
彩色水稻。

在紫鹊界、 城头山等地小规模试
种获得成功后， 今年开始在北山镇、

宁乡花明楼镇大面积种植了500来亩。

“只从照片里见过麦田怪圈，
没想到亲眼看到了水稻‘怪圈’”

福高村村部附近另外一大片彩色
水稻田， 更让网友们惊呼不已。 这里
的稻田不只是色彩斑斓， 从远处眺望，
图案、文字等跃然眼前，有“人形笑脸”、

“村中别墅”图案，还有“活力长沙”、“谁
主沉浮”等文字。 （下转4版①）

到北山去看彩色水稻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柳
德新）今年第12号台风“潭美”对
我省的影响今天基本结束。根据
当前汛情及《湖南省防汛应急预
案》有关规定，省防指决定于今
天12时解除全省防汛Ⅲ级应急
响应。

省防指要求，各地要严密防

范退水过程可能发生的滑坡、垮
坡等地质灾害，对受淹房屋要及
时加固整修，避免发生人员伤亡
事故。 要抓紧开展水毁工程修
复， 切实做好救灾补损工作。当
前， 全省防汛抗灾形势仍然复
杂， 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全面做好防汛抗灾各项工作。

本报记者 王文隆

有一支（雷锋）共产党员电力服务
队，活跃在长沙市望城区城乡。他们的
身影像电网一样无处不在，被百姓亲切
称为“电黄牛”。

国家电网望城区供电公司地处雷
锋故乡。 2011年9月， 该公司正式成
立 （雷锋） 共产党员服务队， 去年更
名为国家电网湖南电力 （雷锋） 共产
党员服务队， 现有队员30名。

“搭帮你们，晚稻才能插下去”

8月22日，台风“潭美”来袭，望城白
箬铺镇等乡镇电力线杆等设施受损，送
电中断。 服务队员连夜紧急抢修，23日
恢复正常。

时间前移， “潭美” 送风雨前，
望城滴雨未下， 持续晴热高温。

8月9日正午， 格塘镇杨家山村，
一个引水渠旁， （雷锋） 共产党员服
务队员小赵蜷身蹲在一个约1米深的基
坑里， 往外铲砂砾。 队员小李不停地
挖基坑。 因持续高温， 农村生活、 生
产用电负荷大增， 杨家山村原有线路

无法承载52台抗旱设备的正常运转。
服务队利用库存材料， 自筹部分资金，
新架10千伏互联线路3.8公里， 将两条
线路实现互联， 大大提高了供电能力
和质量。 这项工作需架设电杆62基，
由于施工环境恶劣， 所有架线工序需
靠人力来完成， 每个基坑需要挖2.5米
深， 两三个小时才能挖好一个。 服务
队员顶着烈日酷暑连续奋战了5天， 保
障了6000多亩良田灌溉生命之水。

“搭帮你们， 晚稻才能插下去。”
看到电排将河水灌进了干涸的农田，
格塘镇村民陈建国感激地说。

时间再前移， 服务队员配合望城
区政府抗旱指挥部， 在靖港电排安装
800千伏安临时变压器1台、 45千瓦水
泵17台， 取湘江之水保大众垸上万亩
农田灌溉及生活用水。 前些天， 记者
来到湘江边靖港电排时， 见17根碗口
粗的水管摆在岸边。 这个原来用于排

涝的电排， 已变成抽水机台， 呼呼地
从湘江抽水注入水渠。

“为安装临时变压器和水泵 ，
（雷锋） 共产党员服务队9名队员连续
奋战了三天三夜， 全力保障抗旱用
电。” 区政府抗旱指挥部负责人说。

“你用电， 我用心”

“企业要求提供个性化服
务， 农民要求提供贴心服务，市
民要求提供保姆式服务。面对新
情况新形势，创新服务平台手段
是必由之路。” 望城区供电公司
党支部书记张勇说，“成立（雷
锋）共产党员服务队，充分利用
望城作为雷锋故乡和雷锋精神
发祥地的优势，将雷锋精神与国
网公司企业文化相融合，是达成
我们企业目标的良好载体。”

服务队员发扬雷锋“螺丝钉” 和
“傻子” 精神， 一心为客户着想、 竭力
为客户解难。

服务应急零时限， 让客户顺心。今
年4月18日，望城区遭遇30年一遇的冰
雹、龙卷风袭击，供电公司所属多回线
路大面积断线倒杆，严重影响望城经开
区工业园客户用电。 （下转4版②）

本报8月24日讯 （记者 柳德
新）受强降雨影响，湘江干支流
水位全线上涨，其中湘江干流中
上游及耒水、舂陵水、洣水出现
超警洪水。今天8时，湘江湘潭站
水位32.46米， 比昨天8时上涨
2.05米， 相应流量达6200立方
米每秒。

湘江干流衡山站以上河段
全部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 湘江
干流上游（潇水）道县站24日5时
35分洪峰水位46.42米，超警戒水
位1.42米；24日8时， 湘江干流老
埠头站水位103.02米， 超警戒水
位1.02米，流量6030立方米每秒；

归阳站水位24日8时45.29米，超
警戒水位1.29米，预计25日5时出
现洪峰，水位46.9至47.3米，超警
戒水位2.9米至3.3米， 相应流量
8500立方米每秒。受上游来水影
响，预计湘江干流衡阳站、衡山站
也将出现超警洪水， 湘潭站洪峰
水位接近警戒水位。

湘江中上游3条一级支流
也发生超警洪水。 耒水永兴站
23日15时洪峰水位97.75米，超
警1.25米；舂陵水飞仙站23日23
时洪峰水位148.33米，超警1.33
米；洣水甘溪站24日7时洪峰水
位52.23米，超警0.73米。

本报8月24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陈文平 常世名）省防指
今天统计， 全省除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局部仍有轻度旱情
外，其他地区旱情已解除。但由
于前期旱灾严重， 各地后期救
灾补损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受今年第11号强台风“尤
特”及第12号台风“潭美”影响，
8月15日至17日、22日至24日我
省出现两轮明显降雨， 且降雨
覆盖了大部分受旱地区， 极大
缓解了前期旱情。 据省水文局
统计，8月1日以来，全省平均降
雨116毫米， 较历年同期均值
111毫米偏多4%。其中，永州市

平均降雨293毫米， 郴州市、衡
阳市、邵阳市、株洲市平均降雨
分别为253毫米、143毫米、126
毫米和113毫米。

继强台风“尤特”之后，今年
第12号台风“潭美”又于8月22
日至24日给我省带来强降雨。
降雨主要集中在湘南的永州、
郴州及湘北的益阳、常德等地。
全省降雨50毫米以上笼罩面积
达15万平方公里，其中降雨100
毫米以上笼罩面积约10万平方
公里。 郴州市苏仙区塘溪乡何
家站降雨量最大， 达331毫米 ,�
其次为资兴市龙溪乡龙溪站
300毫米。

网友们穿行在田间小路， 稻子渐欲迷人眼。 两色不同品种稻子组成 “她在丛中笑” 图案。 均为李毅 摄

防汛Ⅲ级应急响应解除

湘江流域全线涨水
湘江干流中上游及耒水、舂陵水、 水出现超警洪水

大部分地区旱情解除
各地后期救灾补损任务十分繁重，自

治州局部仍有轻度旱情

这里有群“电黄牛”
———记望城（雷锋）共产党员电力服务队

践行群众路线 全力迎战“潭美”

米

杜家毫会见
国际农发基金总裁

本报记者 王曦 通讯员 曾晓风

【见闻】
8月17日上午， 看到医保报

销费用终于到账， 刘希文紧握住
唐仲军等人的手久久不放， 激动
地说： “你们真是为我们百姓办
实事的好干部啊！”

刘希文是邵东县黄陂桥乡学
道坪村人。 8月初， 他妻子因癌
症去世。 8月10日， 他找到驻村
干部、 乡农业站站长唐仲军和村
支书蒋志云， 请他们为其代办医
保报销。

唐仲军和蒋志云爽快地答应
了刘希文的请求。可两人到了乡农
合办才发现，刘希文的新农合信息

漏录了。没有信息，报销不了，意味
着7.9万余元的医疗费用全要刘希
文个人承担。 唐仲军告诉记者，当
时他们只有一个想法，不能让刘希
文这个刚遭遇悲痛的家庭雪上加
霜，医保问题必须解决。

补录信息需要县农合办审
批， 唐仲军立刻向乡党委汇报了
这一情况， 并向县农合办提交详
细申请， 随后又马不停蹄赶到县
农合办帮助补录信息。 县、 乡两
级高度重视， 当天即完成补录。
唐仲军又随即赶回刘家， 向他说
明经办进展， 让他宽心。

随后几天，唐仲军、蒋志云轮
流给县农合办打电话， 询问经办
情况，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出门，在
县农合办一呆就是几个小时，催
促办事进度， 请求在政策范围内
给予最大的优惠。 （下转4版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