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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云武 谢璐
通讯员 资涵

“其实不用去远方，好风景就在我身旁。 ”
听起来像歌词， 其实不是出自词作家笔

下， 而是长沙市望城区金山桥街道桐林坳社
区银孔围组农民的口头禅。

入春，走进银孔围，但见山峦起伏，水塘
清冽，茂林修竹，桃红柳绿，农舍精美，鸟语花
香。 沿青石小径拾级而上，登高远眺，清新的
空气中带有花草的芬芳， 阡陌交通， 庭院雅
致，俨然一个世外桃源。

银孔围的整洁美貌只是望城区的一个缩
影。

去年，全省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考评，
望城区在参评的111个县市区中排名第一。

拿全省第一，真不容易。 何况是“城乡环
境卫生”这个难度极大的工作。 于是，我们踏
上望城的城乡道路，探寻这个“来之不易”。

一个人展示了一种追求
提到环境卫生整治，不论是区委宣传部，还

是区爱卫办，都会提到胡丙炎，都会对他赞扬一
番。 胡丙炎就是银孔围村民口中的“丙爹”。

“丙爹”是银孔围原组长，今年刚从组长
岗位上退下来，他是银孔围打造“美丽村落”
的创始人。 银孔围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结合部
村落，脏乱差曾远近闻名，2012年差点进入全
市“十差”。 这件事极大地刺激了作为组长的
胡丙炎。 他决心自己带头干，先把自家房屋、
庭院收拾整洁。“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农民兄
弟毫不例外”。 看到胡丙炎家的庭院四季如
春，洁净清新，村民们坐不住了。 胡丙炎顺势
引导，一家一户上门鼓动，大家的积极性终于
被调动起来，乡亲们齐心谋划，还请来专家和
当地能人，现场指导商议，制定“美丽村落”创
建方案，一步步组织实施。

“热情爽朗，爱动脑筋，爱喝酒，爱干净，一天

到晚闲不住。 ”这是村民们对老组长的评价。
他的确是个闲不住的人。
去年初的一个雷雨夜晚，已经睡下的胡丙

炎突然一个翻身，掀开被子往外跑。 妻子周云
惊道：“干什么？ ”

“刚刚想到一个好点子，得赶紧把草图画
出来，莫忘记了。 ”胡丙炎头也不回，径直走向
楼下的工作室。

“疯子！ ”周云没好气地说。
从此， 丙爹又有了一个外号———胡疯子。

伴随着这个外号的传开， 一个个充满创意的
“发明”不断诞生———路灯杆上的五星竹篮、屋
外的竹制晒衣架、 院落墙角的垃圾分类竹屋、
田间的堆肥池……介绍起这些成果，胡丙炎也
颇为自豪：“村里统一发放的塑料分类垃圾桶
太轻，很容易被风吹倒或被小孩弄乱，所以我
就想出用村里盛产的竹子做成小屋，将垃圾桶
并排固定在里面，顶上还有个花池，可以种点
花草，既美观又环保。 ” (下转3版①)

满园鲜花满园春
———望城区城乡环境治理缩影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邓明 李秉钧 通讯
员 林清航 )“今年以来， 我们这里的房间几
乎天天爆满。” 近日， 汝城县福泉山庄负责
人告诉记者， 厦蓉、 炎汝高速及连通江西的
热文公路通车后， 来自郴州、 韶关、 赣州等
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汝城温泉资源得天独厚， 拥有华南地区
水温最高、 流量最大、 水质最好、 面积最广
的热水温泉， 有举世罕见的可直接饮用的暖
水罗泉温泉， 在热水镇还建有国家4A级旅游
景区福泉山庄。 原来受交通瓶颈制约， 当地
优质温泉资源一直未能充分利用。 近几年，

随着贯穿汝城的几条大动脉新建及改扩建，
该县由交通瓶颈地一跃成为湘、 粤、 赣3省
边际交通枢纽， 当地温泉旅游产业发展迎来
新契机。

汝城县抢抓机遇， 着力打造国内知名的
温泉生态旅游目的地， 对“华南第一泉” 汝
城温泉综合开发进行了高端规划， 并想方设
法夯实温泉旅游基础设施、 延伸产业链条。
特别是去年， 他们投入3亿多元， 实施106国
道与910省道扩改建、 连接广东的延寿至铁
丝坪公路等省际旅游公路建设， 还投入3.6亿
元对温泉所处地热水镇进行美化改造和配套

设施建设。 同时， 组织专门的招商引资小分
队， 分赴广东、 香港、 上海和江浙等地， 引
进了一批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知名企业前来
考察投资。 并积极参加在石家庄、 北京、 深
圳举行的“好美·好奇·好玩” 湖南高铁旅游
产品推介会， 融入高铁沿线区域旅游合作。

随着县域交通条件大幅改善、 城乡面貌
愈变愈美、 公共服务能力日益提升， 汝城这
块天赋灵泉宝地日渐成为休闲旅游的“香饽
饽”。 今年一季度， 来汝城温泉休闲观光的游
客就有近4.2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500
多万元。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贺佳 冒蕞）今天
上午，省政府召开工作会议，分析一季度经
济形势，部署二季度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
长杜家毫强调， 准确研判当前经济运行形
势， 稳扎稳打， 一步一步向前推进各项工
作，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肇雄主持会
议。 副省长何报翔、李友志、张硕辅、黄兰
香、张剑飞，省政协副主席葛洪元出席。

杜家毫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社会
发展呈现“稳中有进、稳中有为”的态势。 但
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影响，我省总体上存
在着带动力强的大项目不足、 部分产业增
速回落或下滑、部分企业经营比较困难、资
金和用工保障的压力比较大等问题， 仍面
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 一方面要看到发
展中总体有利的一面， 立足已打下的较好
基础，坚定信心，稳扎稳打推进各项工作；
另一方面要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冷静应对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问题、风
险，努力巩固和发展稳定向好的势头。

杜家毫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充分发挥我省“一带一部”区位优
势的要求，按照马凯副总理考察湖南时的讲
话要求，结合第二批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的开展，扎实有效做好二季度各项工作。

一要抓改革开放。 力争在国有企业、省
政府机构、财税体制、行政审批制度、投融资
体制和农村土地等改革方面，迈出实质性步
伐。 主动做好对接珠三角、长三角、成渝经济
区，以及融入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
带、长江经济带建设相关工作，加快推进衡
阳和湘潭综合保税区建设，积极申报争取自
贸区试点，改革境内外投资管理体制和审批
机制，支持有实力企业“走出去”。

二要抓产业政策支持。抓好已出台产业

支持政策的执行和落实，调动企业生产和投
资积极性。 抓紧出台实施支持节能环保、健
康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发展政策。 及时跟
踪国家产业支持政策走向，有效引导和培育
有发展潜力、能体现未来发展趋势的产业。

三要抓项目建设。 坚持重点项目省政
府领导分工联系和联席会议制度，保在建、
促开工、抓储备；围绕国家重大生产力布局
和重大规划实施， 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新兴服务业发展、过剩产能整合、承接产业
转移，以及节能环保和民生建设，开发储备
一批带动力强的大项目、好项目。

四要抓招商引资。 以园区为载体，加
快特色县域经济发展，促进三业并举。 继
续鼓励创业，把扩大就业与支持创业更好
地结合起来。 做好招商引资项目跟踪服
务，确保落地实施。

五要抓民生改善。 认真抓好“两房两
棚”建设等15个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面落
实就业、城乡低保、义务教育等民生政策，
加大武陵山和罗霄山片区扶贫攻坚力度，
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强化防汛抗旱的
责任落实、任务落实和工作落实。

杜家毫强调， 做好上半年各项工作，
关键是要重在行动，狠抓落实。 要坚持以
问题为导向，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不断优
化发展环境。 当前正值春耕，要认真贯彻
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
实国家支持粮食生产政策， 保障农资供
应，抓好防灾减灾和病虫害防控，加强气
象预测预警，为农业生产提供有力支持。

会上，陈肇雄、黄兰香、张剑飞就各自
分管工作作了部署。

省长助理袁建尧、省政府秘书长戴道
晋参加会议。 会前，拓维信息董事长李新
宇还就移动互联网经济作了专题讲座。

本报4月8日讯（通讯员 苏华 何晓勤
记者 唐爱平）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印
发 《赣粤闽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
根据规划， 我省18个县市区将与赣闽粤
原中央苏区联动发展。

《规划》 明确， 支持赣闽粤原中央
苏区与湖南平江、 浏阳、 醴陵、 攸县、
茶陵、 炎陵、 安仁、 永兴、 资兴、 桂东、
汝城、 北湖、 苏仙、 宜章、 桂阳、 嘉禾、
耒阳、 临武等县联动发展， 将研究支持
湖南原苏区发展的有关政策措施， 研究
设立湘赣经贸合作试验区。 加快跨省市

铁路和高速公路、 省际连接线等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 推动城际客运公交化建设。
加强旅游合作， 合作打造红色旅游精品
线路。 全面加强扶贫开发合作共建， 推
进实施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
规划。

《规划》 的实施， 将大力推动纳入
联动发展的我省18个县市区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增强发展
的支撑能力； 加快新型城镇化进程， 促
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李伟锋）记者今
天从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办
公室获悉，为进一步落实各项扶持企业发
展政策措施， 优化我省工业企业发展环
境， 促进全省工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省
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工作领导小组决定，
在全省开展“惠企政策落实年”行动。

根据部署，各相关部门将结合政府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梳理本部门出台的惠企
政策措施， 现有政策要确保企业用好、用
足、用到位，不完善的政策要抓紧修改完
善，该废止的要及时废止。 结合新型工业
化发展实际，研究、出台一批新的新兴产
业发展政策，支持企业发展。 针对企业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新困难和新问题，
主动出台促进发展、 减轻负担等惠企政
策，制定行之有效的一对一帮扶措施。 及
时发布国家、地方相关最新政策，让企业
及时掌握最新政策动态。

建立企业直通车制度。 省加速推进新

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开辟便利
直通车服务窗口，执行首问负责制，积极
为企业提供热情便利服务。 对重大项目的
服务，力求做到随到随办。 各职能部门在
支持重大项目建设中，应及时掌握项目进
程，按照部门职责，主动协助企业协调解
决前期咨询、市场准入、规划选址、征地、
环评、竣工验收、注册等方面工作。

实行企业联系点制度。 建立各成员单
位领导联系企业和重点项目制度，定期走
访重点联系企业，帮助解决企业生产经营
和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共性问题；为重点
联系企业提供预约上门服务， 接受咨询、
受理投诉，协助办理涉及本部门职能的各
类许可申请。

为督促各相关部门落实好惠企政策，
省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领导小组在省经
信委门户网站上设立“惠企政策落实年”
活动投诉台，及时协调处理企业反映的困
难和问题，及时向企业反馈投诉结果。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童纪源）今天上午，在2014宁乡重大投资项
目发布会上，该县发布投资额达722亿元的
32项重大项目，吸引了湖南粮食集团、杭州
绿城、香港九龙仓等1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
业参会，16个项目现场签约， 签约总金额
160亿元。 这是宁乡产业链招商的又一成功
之举。

宁乡大力实施产业链招商，打造县域经
济的产业集群。 宁乡县委书记黎春秋形象地
比喻说，一个企业犹如一棵树，一个产业好比
一片林，产业链招商就是“植树造林”。 投资
50亿元、 即将动工建设的格力电器落户宁
乡，宁乡因此成为湖南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
用格力董事长董明珠的话说就是因为宁乡

的产业环境，一个格力，带动产生了“家用电
器配套产业园”、“家用电器物流园”。 2014
年，宁乡县主攻食品、新材料新能源、光电信
息三大产业，专人专责、整合资源，设计承接
培育、做大做强产业路径图，组建产业招商小
组，有的放矢，开展招商。 将宁乡经开区重点
打造成以食品产业为龙头、 以先进装备制造
业为支柱的产业基地； 将金洲新区重点打造
为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光电信息
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基地； 金玉乡镇工业集中
区作为重要补充， 重点承接三大产业的规模
配套企业。

今天发布会上， 宁乡还别出心裁地发
布了投资宁乡的各项成本，细化到水、电、
气及人工工资，让投资者一目了然。

■改革集结号

技术创新敲开“融资门”
●近3年来， 省本级以及长株潭3个

高新区累计投入财政科技专项资金约
4.6亿元， 用于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
展、科技成果转化等。 下一步将以我省推
进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为契
机， 将长株潭高新区打造成我省乃至全
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示范区。

●去年，长沙高新区获批成为全省惟一
的科技保险试点园区后，重点推广了关键研
发设备保险、产品责任保险等6大险种。

●目前在长沙高新区注册或服务的
银行、证券、保险等投融资机构达300多
家，注册投资基金达230多亿元，累计为
企业融资100多亿元。

“华南第一泉”招客
汝城温泉成休闲旅游“香饽饽”

杜家毫在省政府工作会议上强调

坚定信心 稳扎稳打
确保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本报4月8日讯（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蒋丹）雨雾是南方春天不可缺少的，烟雨
朦胧，别有一种婉约意境。 省气象台预计，
本周省内阴雨日数较多，9日起，新一轮降
水过程又将开始。

一场大雾降临在清明假期后的上班
路上。 今晨，省内77县市雾气弥漫，18地能

见度不足1000米，其中，汨罗、益阳、南岳
浓雾障眼，能见度仅100米，省会长沙能见
度更是不足100米。

据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省内阴雨
日数较多，气温没有太大波动，最高温在
22至24摄氏度间，比历年同期偏高。

(下转3版②)

我省18个县市区
将与原中央苏区联动发展

跨省市铁路和高速公路、 省际连接线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将获支持

工业企业享受政府上门服务

月桂聊天
今起新一轮降水开始， 播种中稻可选择晴好天气

烟雨朦胧江南春

产业链招商引来“百凤朝凰”
宁乡16个项目签约160亿元

4月8日，中国红瓷板画《金陵十二钗》在长沙大红陶瓷公司诞生。红色瓷板宽2米、高1米，镶嵌在红木底座上。画面上12位《红楼梦》中的古装
女子神态各异，栩栩如生。 中国红瓷板画要经过4次烧制，温度高达1200摄氏度，需要克服瓷板变形、开裂、釉面着色不均匀等许多难题。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尹彦征 摄影报道

全省开展“惠企政策落实年”行动

详见3版

省会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启动

一场 “出出汗” 的大考

XP停服冲击2亿用户
事件危及信息安全，急盼国家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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