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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市州
新闻

张家界 多云转阴 17℃～26℃
吉首市 阴 17℃～25℃
岳阳市 多云 18℃～25℃
常德市 多云 17℃～26℃
益阳市 晴转多云 17℃～26℃
怀化市 多云 17℃～26℃

娄底市 晴转多云 16℃～28℃
邵阳市 晴 17℃～27℃
湘潭市 多云 16℃～28℃
株洲市 晴转多云 17℃～28℃
永州市 晴转多云 17℃～27℃
衡阳市 多云转晴 18℃～29℃
郴州市 多云转晴 16℃～29℃

长沙市
今天多云到晴天，明天晴天
北风 2级 17℃～27℃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四２０14年10月16日

湖
南
日
报
法
人
微
博

湖
南
日
报
公
众
微
信

湖
南
日
报
客
户
端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杨新兵）10月13日， 娄底经开区
贯达电子新招聘的30位新员工开始进
行岗前培训。9月份以来，娄底经开区通
过“送岗下乡”专场招聘会，陆续为园区
企业招聘员工130多人。

“送岗下乡”只是娄底经开区为企
业提供的优质公共服务之一。 优质的
企业公共服务， 为娄底经开区发展提
供了强大的动力。今年，全区经济逆势
上行，1至8月，全区完成技工贸总收入

同比增长27%，区本级财政总收入同比
增长20%；园区工业经济连续4个月以
15%以上的增速高位运行。 近年来，娄
底经开区在推进二次创业， 打造千亿
园区的实践中，围绕服务专业化，逐步
做大服务的概念和内涵。 由单纯为企
业提供政务服务， 向全面提供公共服
务转变。 去年以来就为50余家企业成
功办理环保验收、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土地使用权证、建筑工程许可证等
相关事项150多项。服务中心还通过政

府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模式，
引进天胜人资等社会专业中介服务机
构，为园区企业人力资源、后勤等提供
专业服务。

在企业最为头痛的“用工荒”和“融
资难” 方面， 经开区给予强力解困。经
开区和招商银行合作，在全国首创“入
园贷”金融产品。组织6家标准厂房开
发商共同出资4000万，成立助力基金，
存入专门账户，作为担保质押金。经开
区与银行协商， 银行按质押金的8倍，

授信3.2亿。 园区创业孵化园入园企业
只需向基金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贷款，由
基金管理机构集中将企业贷款申请提
交银行， 银行直接放贷到企业账户，有
效解决了企业资金困难。经开区还定期
联系乡镇举办专场招聘会，及时为企业
解决用工难题。截至目前，经开区为企
业招工1000多人， 为16家入园企业争
取到8000万元的“入园贷”贷款，协助7
家企业在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
交易。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金中平 周晓鹏 向长斌）近日，
走进溆浦县小横垅乡高台村村民集中
连片建房点，一排排错落有致、风格统
一、掩映山间的小洋楼映入眼帘。国庆
期间迁入新房的村民谭显中高兴地对
记者说：“环境变好了， 生活也更方便
了。”

因沪昆高铁建设，高台村24户村民
需进行搬迁安置， 乡里选择在该村交通
便利处设立村民集中连片建房点， 通过

整合土地整治、 地质灾害整治等各类项
目资金，由村委会牵头组织实施“三通一
平”，节约耕地15亩，还为每户建房户节
约成本5万余元。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溆浦县
农民建房需求旺盛， 一些地方农民自主
选址分散建房， 导致农村发展“只见新
房，不见新村”，浪费了土地，还引发许多
矛盾纠纷。对此，溆浦县制定出台了农村
居民集中建房管理办法， 对村民集中连
片建房区域实施统一选址、统一规划、统

一基础设施建设。由村民自愿申请，建房
户达到6户以上的， 在政策允许范围内，
用地指标给予倾斜，审批费用给予减免。
对已有宅基地需搬入集中建房区的村
民，按照一户一宅和集约节约用地要求，
将原宅基地退还给村集体统一安排，且
新宅基地面积必须符合选址点统一规
划。同时，在村民集中建房点，根据需
要配套建设卫生院、幼儿园、老年活动
中心、小学等服务设施。

村民集中建房，实现集约节约用

地，缓解了土地供需矛盾，促进了新农
村建设和农村环境改善。溆浦县国土资
源局局长夏为民介绍，目前，全县已有
25个村设立村民集中连片建房点，共建
房370户， 节约土地70余亩， 少占耕地
110余亩。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长沙“深洽会”引资698.1亿元
本报10月15日讯（李治）为期4天的“2014湖南（长沙）·深圳招

商推介活动”（简称“深洽会”）昨天拉开帷幕。活动共签约57个项
目，总投资额达751.9亿元，将引进资金698.1亿元。德国库卡将在
长沙建立华中区机器人基地，中铁城建更是把总部安在岳麓区。

德国库卡是全球机器人企业四大巨头之一。 库卡公司中国
区CEO孔兵表示，将凭借长沙中部中心的区位枢纽优势，积极辐
射中西部区域市场。长沙将以雨花经济开发区为主，建设产业链
完整、 集聚效应明显、 竞争优势突出的工业机器人产业专业园
区。世界500强中国铁建旗下的中铁城建集团总部，将在岳麓区
洋湖大道与含浦大道交会处安家，投资12亿元，建设总部经济综
合体项目。

本次签约的除库卡、拓野等机器人产业项目外，还有比亚迪
电动轿车、高档汽车涂料及树脂生产，蓝思科技研发生产基地等
项目。另外,北京银行投资16亿元，计划将湖南总部落户在天心区
的“华远·华中心”。

今年“深洽会”突出了工业机器人、移动互联网等战略新兴
产业，工程机械、汽车及零部件、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传统
优势产业以及现代物流、现代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并吸引了3
万多名在深圳创业的中南大学校友关注。 为方便中南大学校友
创业，岳麓科技产业园量身打造了中南大学科技园，并和中南大
学深圳研究院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胡衡华等还带队拜会了大族激光、基
伍通讯、华强集团、腾讯控股等知名企业，并邀请了世界500强及
行业领军企业与长沙优质企业项目进行深度对接和交流合作。

10月13日晚，通道侗族自治县城东，刚刚建成投入使用的萨岁广场主体工程灯光璀璨。该广场占地
92.06亩，总投资1.5亿元，外形采用仿侗族古建筑造型，是湘、黔、桂三地侗族地区最大的萨岁广场。萨岁
是侗族传统信仰中至高无上的女祖。近年来，该县相继修建了多个侗寨萨岁广场，方便侗族群众展示民
族文化，开展文化活动。 刘强 摄

娄底经开区经济逆势上行

溆浦县推进村民集中建房

与省气象局合作

常德加快气象现代化建设
本报10月15日讯（记者 李寒露）今天，省气象局

与常德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共同致力于气象防灾减
灾服务能力建设、气象为农服务工程建设和气象科普
教育基地建设，加快推进常德气象现代化建设。

常德是我省气象灾害较严重地区之一。近年来，该
市公共气象服务能力、气象监测预警能力明显提升，气
象防灾减灾体系初步建立。为了使气象监测更可靠、预
测预报更准确、预警信息更广泛、气象服务更优质，该
市确定了到2018年基本实现气象现代化的目标。为此，
该市与省气象局合作，未来4年，省气象局将支持常德
成立沅澧水气象灾害监测和预警中心， 升级改造及新
建自动气象站140个，建立气溶胶、酸雨和负氧离子观
测网，在西湖、西洞庭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和河洑镇建
设2个气象为农服务示范基地，在城郊太阳山和花山建
立集科普与旅游于一体的气象科普教育基地。

“考官”考得红脸出汗
本报记者 李秉钧 白培生
通讯员 尹振亮

10月14日下午，嘉禾县政府多功能会议室，县委书记赵
宇把县里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三环节自查情
况，向省委督导组汇报后，省委督导组驻郴州常务副组长叶
剑伟没有过多对该县取得的成绩进行点评，而是拿着其报送
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单位专项治理工作进展情况统计
表”，当场进行考问。

嘉禾县担负57项专项治理工作任务的部门单位和13个
乡镇的100余位党员干部接受了“考试”。

“你们提出的整治收‘红包’及购物卡，共查处6人、3.25
万元。请问，这6人是一些什么人？”叶剑伟问。

县纪委的工作人员马上将6个收受“红包”及购物卡人员
的详细情况单，送到叶剑伟桌子前。叶剑伟看后，接着问：“专
项治理工作第22项，提到‘整治信访积案久拖不决、久诉不息
问题’共19件，目前已办结11件，效果不错。请问信访部门人
员，你们采取了哪些方式方法进行处理？”

“我县处访息访工作，主要采取3种方式。一是通过做好思
想转化工作，解开上访者的思想疙瘩；二是帮助上访者解决他
们的诉求，让他们安心生产生活；三是通过其他途径……”坐
在最后一排的县信访局局长周景辉站起来回答。

“下面请问人社部门，你们在清理编外聘用人员时，清理
人数为807人，为什么只清退了10人？”

县人社局局长胡承苏说：“我们只清退了10人， 是因为
聘用人员中，绝大部分是公安部门聘的协警和环卫部门聘的
清洁工，对这些部门人员的聘用，上面是有政策允许的。”

在两个小时的问答中，叶剑伟先后提出了整治违规设置
小金库、农村危房改造等方面与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16个问
题，共有20多位官员现场进行了回答。

在这个“考官”过程中，有的被问红了脸，有的则回答得
十分流利。一位“参考”人员深有感触地说：“这样面对面考
试，才叫真正的红红脸、出出汗、洗洗澡，要是自己对工作不
熟悉，就会出丑、出洋相。”

乡村广播响起来
方言新闻讲得白

本报记者 陈永刚
通讯员 鞠文霞 孙应德

“福临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叫廖术武，今天，由我来
给大家讲新闻。”10月15日下午4时30分，长沙县福临镇福临
之声广播电台首次播出长沙方言节目《术武喇叭策新闻》，让
全镇乡亲听得津津有味。

廖术武何许人也？ 他是长沙县黄兴镇的原人大主席，今
年57岁，多年来一直在乡镇和群众打交道，是做群众工作的
行家里手。长沙县北山危废项目拖了多年都没成功，县委把
他调到北山负责做群众的思想工作。他和当地党委、政府班
子一起走进群众中，夜访农户，夜宿农家，交朋友，讲感情，赢
得了群众的信任。如今这个项目顺利开工了，并且实现了“零
上访、零阻工、零事故”。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他为“术武喇叭”。

“这样的同志我们要拿着当宝。”长沙县委书记、长沙经
开区党工委书记杨懿文得知廖术武的事迹后，要求把廖爹行
之有效的群众工作好方法、土办法，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录下
来，为他量身打造“喜看发展”、“政策解读”、“身边好人”等节
目，通过各镇街的乡村广播，让党和政府的声音入群众耳，更
入群众心。

“今天我来到福临，听说福临现在的重点工作是环境治理、
生猪退养，在拆大家的猪栏。可能有农民朋友会觉得，政府管的
也太宽了，连养几头猪也不行。我就跟大家讲啦，这是党委政府
决策英明呢，为什么咧？福临人真的勤快，家家户户养几百头
猪，猪粪水都冲到河里去了，流到井里去了，最后人吃了，得病
了，养猪直排污染环境，赚点小钱送给医院，最后都是活人受
罪。现在行市不好，喂猪也不赚钱，你看原来的养殖大户像金坑
桥的郑勇，如今栽桑树养蚕子，搞得风生水起的……”

福临铺社区70岁的王军山老人坐在自家门口，听着《术武
喇叭策新闻》，一动不动，入了迷，“这个播音员长沙话讲得地
道，道理也讲得明白，讲得好！”居民林兰说，现在不缺外面的
信息，电视里从省市到中央甚至国外的新闻天天有，但镇上和
身边发生的事反而知道得少了，这样的节目大家都爱听。

长沙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彭勇介绍，今年内将在
全县各镇街推广乡村广播， 让消失20多年的大喇叭重新焕
发生机。

记者在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