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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周勇军
李寒露 通讯员 蔡抒雅 彭君）国庆
前夕， 记者在常德市鼎城区善卷垸
西站村附近看到， 数十台工程车往
来穿梭， 施工人员正忙着对沅水南
岸吴家巷至西站堤段进行高喷灌
浆。 除对今年7月高洪时出现的4处
险点进行加固外，还将新建一段800
米长的防洪墙，总投资2.29亿元。 这
是鼎城区急群众所急实施的“民生
升温”工程之一。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鼎城区大力实施“民生升温”工
程， 不断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 抓好与民生有关的各项基础设
施建设，推进美丽乡村、完美社区建
设，并在促进社会公正、干部廉洁、
服务优质等方面持续发力， 进一步
改善民生软环境。

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鼎
城区突出抓好与群众利益紧密相关
的“三保三就”工作，即社会保障、住

房保障、 环境保护和就业、 就学、就
医。 为此，该区坚持政策、程序、结果
三公开，切实解决城乡低保中徇私舞
弊、错保漏保等问题，城乡低保对象
由33741人增加到42940人， 其中清
退2583人、新增11782人。 同时，抓好
与民生有关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加
快“水改”、“棚改”等工程进度，并对瑞
鼎文化苑等一批文化、商业和交通项
目抓紧施工。 还采取措施，加快建设
“生态宜居、生产高效、生活美好、人

文和谐” 的美丽乡村、“服务居民、资
源共享、共驻共建”的完美社区。

在改善基础设施与生活条件的
同时， 鼎城区要求各级各部门真正
做到变管理为服务、 变公务员为服
务员。 今年来，该区向干部“庸懒散”
开刀，已查处相关问题201起、处理
211人，有23个单位主要负责人受到
约谈、诫勉谈话等。 并由各级领导干
部与1780名困难群众结对帮扶，进
一步加深了干群感情。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肖军 黄
巍 通讯员 杨晓 文体平）10月6日，
辰溪县五溪生态农业养殖基地业主
钟小宏正忙着组织技术员， 人工孵
化200多万尾泥鳅苗。据介绍，去年，
钟小宏在桥头乡西庄坪村租赁200
多亩地创业， 推广泥鳅养殖和南斯
拉夫雪藕种植， 商品鳅年产量逾10
万公斤，莲藕年产量超20万公斤，示
范带动200余农户创业致富。

去年4月以来，辰溪县委、县政
府大力推进全民创新创业， 以全民
大创业推动县域经济大发展。 县里
确立了以产业带创业促就业工作思
路，重点培育发展生物医药、机械制
造等战略性新型产业， 培育壮大汉
清生物、深圳顾通科技LED产业园、
楚峰施工升降机等现代科技型企业。
并实施“上门招商、以诚招商、以商招
商”，仅今年就成功引进11家“老乡”

携带资金、项目返乡创业，到9月底，
已有6家正式开工。 同时，推动小微企
业、农业、第三产业升级发展，念活
“深加工、壮基地、活营销”9字经，有
效拉动本地黑猪养殖、葡萄、蛋鸡等
产业快速发展，涌现种养大户1000多
户，创业人数达2万多人。

为激发全民创业热情， 辰溪县
积极做好金融“输血”文章。 除协调
建行、农行等金融机构扶持创业外，

去年还通过招商引资， 成立了华融
湘江银行、 辰溪中亿佰联投资公司
和日昇昌小额贷款公司， 为创新创
业争取贷款12.32亿元， 激活民间资
本3亿元。

今年来， 辰溪县新增创业主体
6900余户， 新增城镇就业3500人、
实现营业收入16.92亿元、 增加值
4.41亿元、利税1.5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12%、14%、17%、15%。

新华社香港10月6日电“占领中
环”非法集会进入第九天。 香港特区
行政长官梁振英6日向香港市民发表
电视讲话说，政府和警方有责任恢复
社会秩序， 保障市民生命和财产安
全。 希望所有市民，包括在马路集结
的人士，顾全大局，让香港市民的生
活和社会秩序早日完全恢复正常。

梁振英表示，尽管5日有示威者
撤出，但同时有新的示威者加入，政
府总部的汽车出入口仍然被示威人
士堵塞， 因此政府总部的运作仍未
完全恢复正常。

他说， 目前在旺角再次有人群

集结， 持强烈不同意见的人士之间
的冲突可能不断增加， 为防止暴力
罪案，减少人命伤亡，警方会在适当
时候采取行动。

梁振英希望在马路集结的人士
思考一下， 是不是应该考虑到广大
市民长时间受到“占中”的困扰？

他表示，政府会尽一切努力让市
民的生活完全恢复正常，并且有诚意
就政改问题展开对话。 特别要感谢各
位市民的忍耐，也多谢社会上很多热
心的人士和团体，在过去几天为早日
结束“占中”而做的努力。

(相关报道见6版)

本报10月6日讯（记者 周月桂）
俄罗斯已成为永州农产品出口新市
场，湘企兴起拉美投资热潮，邵东箱
包企业成功走进埃塞俄比亚， 山河
智能已达成在英国投资建厂的协
议，“沪洽周” 在长三角刮起“湖南
风”……今年以来，尽管经济下行压
力较大， 但我省开放型经济逆势而
上，外资、外贸、外经保持了良好发
展态势，各项指标实现较快增长，开
放型经济发展稳中提质、亮点频闪。

主要出口市场均保持增长态
势，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长，其中对
非洲、东盟等地区出口快速上扬。 1
至8月， 全省外贸进出口183.6亿美
元， 同比增长23%， 较全国水平高
20.7个百分点。 对传统出口市场中，
1至8月，我省对香港、欧盟、美国出
口分别增长42.8%、6.2%和6.9%；新
兴出口市场中，对非洲、东盟出口分
别增长88.8%和53.5%。

俄罗斯宣布禁止从美国、 欧盟
进口多种食品， 永州等市州抓紧对
俄罗斯出口， 新鲜果蔬出口成新亮
点。 1至8月，永州市对俄罗斯出口达
1924万美元， 同比增长889.12%，今
年预计出口将达到1亿美元。

湘企走出国门，走向海外，队伍
不断扩大。 据统计，到8月底止，全省
对外投资企业已达931家， 今年新增
81家；对外承包工程企业79家，新增
1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家。 对外投
资领域不断丰富， 今年以来，“走出
去” 的企业不再局限于矿业开发、机
械装备制造、 对外贸易等少数领域，
房地产、教育、文化传媒等领域的相
关企业，也纷纷走出去开疆拓土。

拉美市场是我省“走出去”企业
着力开拓的新兴市场。 我省第一家
境外商务代表处8月在苏里南成立，
成为湘企走向拉美地区的一座桥
梁。 政府架桥拓市，企业抱团跟进，
目前， 隆平高科在苏里南的农业合
作项目、 黄金集团在秘鲁和苏里南
的矿产合作项目等正在积极推进。

总项目数减少， 大项目增多，
招商引资量质齐升。 (下转7版①)

经济新常态 发展看亮点

今年新增创业主体6900余户

本报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方武 尹大为 胡飞云

“以前的桔子园社区组织涣散，
服务意识不强。 但这次评选先进党
组织，我要举双手赞成。 ”10月1日，
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街道桔子园社
区64岁的老党员杨泽照， 为社区党
总支点赞。 他告诉记者，市委对软弱

涣散基层党组织进行集中整顿，让
社区党组织变了一个样。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 为改变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
散状况，湘潭市以选贤任能、优选骨
干、优先保障、优考业绩4个方面为
抓手，重点对全市排查出的178个软
弱涣散村（社区）党组织进行了集中
整顿。 (下转7版③)

本报记者 余蓉

“3D打印” 这个词， 对很多人
来说不再陌生， 但真正接触和体验
过这项技术的人却是少数。 大家都
很好奇： 它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
又将给人们现在和未来的生活带来
哪些变化？

10月6日， 在湖南省图书馆二
楼电子阅览室， 记者和市民免费体
验了3D打印的全过程。

先在电脑里选择一个小茶壶的
三维模型， 再将模型数据输入一旁

的3D打印机， 按下“确定” 按钮
后， 这台大约只有微波炉大小的3D
打印机就开始忙碌起来。 它将热熔
性塑料材料用一个喷头先是在平板
上打出一个点， 接着是一条线， 再
是一层平面， 然后再覆盖一层……
近半个小时过去， 模型就从电脑里

“搬” 到了人们眼前。

这是记者10月6日上午体验3D
打印时的情景。 整个过程显得很容
易， 操作十分简便。 据现场工作人
员上海数造机电科技有限公司服务
工程师杨程昌介绍， 正在工作的是
一台桌面3D打印机， 能将三维设计
图， 采用分层加工、 叠加成型的方
式逐层增加材料来打印真实的物

体。
据省图书馆工作人员郭幺彦介

绍， 在当天上午8时30分开馆之时，
雅礼中学的60多名学生就专程入馆
来看3D打印机。 其后， 来“看稀
奇” 的老爷爷、 老奶奶也不在少
数。 截至下午4时， 已有500余名市
民陆续前来参观。 (下转3版)

本报记者 龙文泱

“果果， 我做了一个苹果送给
你， 希望你今后身体健康、 平平安
安。”10月6日，长沙市某公寓3门205
室， 老李把自己亲手做的串珠苹果
送给了患白血病的小男孩果果。

“谢谢李伯伯！ ”果果开心地接过
苹果。同时送到果果家里的，还有老李
和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精神病病
友义卖串珠作品筹到的1600元善款。

病友：“我是病人，
也想帮助别人”

52岁的老李多年前患上精神
病， 在第三福利院进行康复治疗已
有12年。 他喜欢串珠：“做串珠，觉得
自己还能干点事。 ”

2011年，爱好串珠的护士盛薇开
设了工作室，教病友们做串珠。工作室
叫“燃希望”，是病友们取的。让久离社
会的病友们体验到了通过劳动换取报
酬的快乐，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今年8月，盛薇通过常来福利院
做志愿活动的志愿者得知， 长沙有
一个5岁多的小男孩果果得了白血
病，经过2年多治疗，家里已无力负
担。 她想通过义卖串珠作品帮助果
果筹医药费，找病友一商量，病友表
示：“我是病人，也想帮助别人。 ”

他们先参加了8月13日“长沙
we义工” 组织的义卖会， 筹款450
元。 盛薇说，钱虽然不多，但病友们
花了很多精力。“一个60元的泰迪熊
钥匙扣，有500颗珠子，他们要用一
个星期才能做好。 ”

病友们始终记挂着果果， 他们
和盛薇商量，国庆节岳麓山人多，想
要再做一次义卖。 10月4日下午，老
李和王进(化名)两位病友、盛薇、“长
沙we义工”30多名义工、 南雅中学
K1403班30多名学生来到岳麓山，
拿着病友们花了一个多月做的串珠
玫瑰花、纸巾盒、钥匙扣义卖。 一个
多小时，117件作品基本卖完， 获得
善款1600元。 (下转7版②)

湖南开放型经济逆势而上
新兴市场出口大幅增长，“走出去”队伍不断扩大，

招商引资量质齐升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表示

尽一切努力
让市民生活恢复正常

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精神病病友义卖， 帮助
患白血病男孩———

殷殷串珠情

沉疴褪尽展生机
———湘潭市集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纪实

不用半个小时，模型就从电脑里“搬”到了人们眼前———

现场体验3D打印

身边的感动

10月6日， 湘西首届
摩托车运动暨摩友溯源
湘西少数民族文化之旅
活动开幕， 摩友在吉首
市矮寨镇德夯景区享受
苗家千人宴。 彭彪 摄

本报10月6日讯 （记者 奉永
成） 在近日召开的湖南酒商发展
高峰论坛上， 行业专家表示， 酒
业进入调整期后， 湘酒将面临新
一轮洗牌。

湖南一直是酒业消费大省，
但是本省酒业发展缓慢。 据了解，
全省酒类市场销售额达到300亿
元， 但是省产酒的市场占有率不
足50%。 湖南酒商提出“酒业湘
军” 的概念， 让酒商联盟， 抱团
发展。 德国葡萄酒联盟 （中国）
有限公司湖南办事处客户经理陈
艳表示， 湖南酒业市场发展不平
衡， 白酒独大， 葡萄酒文化未被
普及， 未来市场看好。 湖南酒商
应该放弃过往的浮夸， 更加亲民，
扎扎实实做市场。

酒业专家指出， 酒业面临国
家宏观调控政策等因素影响， 行
业在品牌结构、 市场格局等方面
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 湘酒应对
企业生产规模、 产品结构及品牌
营销等进行充分调整， 以图在新
的一轮竞争中， 努力拓展品牌的
影响力， 增强市场的竞争力。

湘酒将面临
新一轮洗牌

我省酒类市场销售
额达300亿元，但省产酒
的市场占有率不足50%

力推“民生升温”鼎城
变公务员为服务员

辰溪“两创”活力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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