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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1日开始至20日， 省安委会组织7
个督查组以明查暗访的形式，赴全省14个市
州开展专项督查。

7月1日，督查5组来到湘乡市进行暗访。下
午5时20分左右，正是幼儿园放学的时间，督查
组在湘乡市龙洞镇发现一台车号为湘C7Z127
的校车有超载嫌疑。 经查， 该车核载人数为8
人，实载13人，其中幼儿11人、成人2人。根据该
车行驶证载明(用作幼儿校车时核载幼儿5人、
成人3人)，已超载62.5%，幼儿超载120%，属严
重超载。同时该车的校车跟车记录显示，发车
时间是16点50分，记录应到6人，实到6人；但实
际发车时间为17点13分，实载13人，跟车记录
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该校车隶属于湘乡市龙
洞镇箭塘村小燕子幼儿园，督查组立即将情况
交办给湘乡市有关部门，并要求限期处理。

此次督查，按照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提出
的“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问题
不处理、不督促整改就是渎职”的要求，各督查
组将详细记录并及时交办发现的问题、 隐患和
非法违法行为， 重大隐患或严重交通违法行为
将立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并进行公开曝光。

校车湘C7Z127
严重超载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任家欣 何斌花

长沙作为“全国创业先进城市”、“中国创
业之城”，是年轻人的创业乐土。记者在7月3日
举办的第二届“中国创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
长沙赛区的决赛现场，感受到的是一股浓浓的
高科技之风，以及与市场更为契合的脉动。

科技型、智能化创业项目成主流
7月3日，由长沙市人社局、长沙银行主办，

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承办的第二届“中国创翼”
青年创业创新大赛长沙赛区决赛启幕， 从报名
参加初赛的332个创业项目中，经层层过关斩将
决出的20强决赛项目，在这一天同台竞技。

“在长沙创业的年轻人，报名参赛的项目
数占到了全省的61％以上，而且科技型、智能
化的创业项目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在参加决
赛的20强项目中也能看出端倪。” 长沙市创业
指导中心主任陈西告诉记者。

在为期一天的项目路演中，记者领略到了
智能制造、3D打印、虚拟现实内容提供、科技
互联网＋、生物医药等一大批科技含量较高的
项目。这些项目，或因创新性、实用性较强而拥
有强大的竞争力和发展前景， 或因智能化、人
性化设计理念而引人注目。

“我身处浏阳，做的是全世界的生意。”清
华博士、浏阳市孝文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
陈江波对记者说，能让他有这份底气的，是公
司研发的“无火药安全环保智能喷花机”项目。

在决赛路演中，他第一个上台演示他们的创业
项目如何在欧盟、美国等地获得较高的品牌认
可度。舞台焰火等室内烟花燃放，传统路径需
使用火药，安全问题和环境污染是痛点，而无
火药智能喷花机，用电子技术代替火药，与金
属粉末激发产生焰火效果，开创零火药舞台电
子喷花设备的先河。

来自长沙银行的评委贺乃伍表示，从融资
吸引力方面来看，科技化智能化的项目也更容
易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他们也将考虑与优秀的
项目进行融资方面的洽谈合作，帮助项目团队
解决资金困难。

有生命力的创业项目，既要有科
技含量，也要懂得市场的强烈需求

长沙市创业指导中心主任陈西也认为，科
技型创业项目，有较高的技术壁垒、核心价值，
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强， 但也有很明显的短腿，
如不少公司创始人是清一色的工程师，不太懂
市场和营销，容易走弯路。

“此次大赛，我们就在全省首次引进13家
孵化基地全程参与，为创业者开展短期孵化培
训， 创业指导中心的年度创业者能力提升计
划， 也有针对性地请来资深创业培训导师、企
业管理专家和投资机构的高管，对他们进行指
导。”陈西提到。

按照大赛组委会安排，这些20强项目团队
均可免费到孵化基地参加为期10天的创业项
目运营模式、商业管理等方面的诊断，并根据

诊断结果开展定制化培训， 让项目定位更清
晰，赢得模式更精准，实现创业项目“变形计”。

说起项目定位的改变，长沙精拓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创始人彭高文深有感触， 此次他参赛的
“机械创新梦工厂”项目能进入决赛，就得益于长
沙创业指导中心的“创业者能力提升计划”。早在
半年前，他就参与了创业者能力提升计划，当时
第一场专家“拍砖”会，让他醍醐灌顶。

“我们团队有10个人，全部是设计工程师，
懂技术， 懂研发，3年前刚开始创业， 想得很简
单， 就是为所有的大众创业者提供技术服务。”
彭高文说，这种定位很不清晰，公司连续两年亏
损，后来经专家团队指导，他们找到了一种“为
机械加工配套企业提供技术共享经济模式”。

长沙的机械加工配套企业有上千家，由于
近几年生产量减少，运转困难。他们有设备、有
厂房、有人力，缺的就是核心技术。彭高文先找
到有需求的终端客户， 再与加工配套企业沟
通，由“机械创新梦工厂”向加工配套企业提供
新项目与新技术，最后把生产出的新产品销售
给客户。“这个三角关系一整合， 订单源源不
断，公司终于赢利了。”彭高文说，目前他们已
与20余家机械加工配套企业深度合作，帮助他
们走出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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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工房用途存放引线成品， 引线包装不符
合标准，产品流向未登记，废药随处堆放……

7月2日上午， 省安委会派出的安全生产
“大排查、大管控、大整治”专项行动督查6组，
在随机抽查醴陵市万福引线厂时，发现多起重
大安全隐患。

督查组在现场看到，万福引线厂违规改变
工房用途， 将浆引工房改成引线成品中转库，
存放大量引线成品，最多的一间浆引工房存放
引线成品116箱；并且将包装工房直接作为成
品库使用，存放引线成品600余箱，存药量超
过4吨，构成重大隐患。排查中，督查组发现，万
福引线厂成品库设计建成后并没有投入使用，

引线包装不符合标准要求，引线产品流向也没
有建立完整的登记册， 余药和废药随处堆放，
安全管理严重不到位。

针对发现的重大安全隐患，督查组现场办
公，指导企业将存放在工房的引线成品安全转
移到成品库，消除安全隐患，暂扣了企业的安
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立案调查；并督促醴陵市
安监局和李田镇镇政府立即对全镇200余条
烟花爆竹黑火药、引火线等生产线开展全面排
查，严格落实高温停产措施。

第6督查组自7月1日赴基层开展督查工
作以来，已排查多起安全隐患。督查组对发现
的安全隐患，当场督促整改；对查处的非法违
法行为，立即移交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或公安机
关依法处理。

湖南日报记者 奉永成

发生在宜凤高速公路上的“6·26”事故，
给全省道路交通安全运输敲响了警钟。 大客
车、危险品运输车辆也成了省安委会安全生产
专项督查的重要目标。

7月2日下午，督查7组来到常张高速公路
沿线服务区进行暗访，在热市服务区，督查组
发现一辆车牌号为湘GY1712的旅游大巴，自6
月份以来，1个月内已有多次超速行为， 被扣
15分，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督查组当即联系
当地交警部门，对车辆进行了处理，并对车辆
所属单位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

在热市服务区，督查组还发现一辆车牌号

为湘G31200的危险品运输车存在安全隐患，
该车多个车胎严重老损，个别部件脱落与轮胎
发生摩擦，极有可能爆胎或摩擦起火导致发生
重大事故。

针对暗访中发现的安全隐患， 7月3日上
午， 督查组会同当地公安交警、 交通运输、旅
游、安监等部门，对危险品运输车辆所在的张
家界新兴危货运输公司进行明查。 发现湘
G31200运输车在7月2日当天公司的GPS监控
室无实时运行轨迹记录，公司值班系统没有及
时报告处理；该公司危货运输停车场地与周边
酒店、职工生活区、摩托车停放区安全距离不
足等多个安全隐患。督查组当即责令公司和当
地部门督促整改。

万福引线厂违规存放成品

危险品运输车
湘G31200轮胎严重老损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毛德）近日，涟源市启动大型反腐湘
剧《烧车御史》进京会演复排提升。目前，
该剧复排提升工作进展顺利。 据了解，此
次复排提升旨在进一步全面提升质量，使
大型反腐湘剧《烧车御史》进京“赶考”一
炮打响。

大型反腐湘剧《烧车御史》由涟源市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创作演出。2015年12
月，该剧获第五届湖南省艺术节田汉大奖
和省纪委廉政文化优秀作品一等奖。今年
6月，经过专家层层评审，该剧将代表湖南
参加7月底由中宣部和文化部组织的全国
基层院团戏曲会演。这是我省唯一入选的
剧目，也是全国唯一由县级剧团选送参演
的节目。

剧中被嘉庆皇帝称为“烧车御史”的

谢振定是涟源市金石镇桃林村人，为乾隆
时期的进士， 嘉庆时期初任监察御史。他
一身正气，不畏权贵，刚正不阿。1796年
的一天， 仅为从六品官的他巡视京城东
城，遇一辆只能一品大员乘坐的豪华轿子
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霸气十足。谢振定怒
不可遏，立令部下拦轿查问。坐轿者竟是
当朝权臣和珅的爱妾之弟， 他还仗势逞
凶，出言不逊。谢振定以乘车违反品级为
由，喝令部众拿下责打，并当众把轿子烧
了。 谢振定因此享誉京城， 名震天下。同
时，他为官清廉，公道正派，又乐善好施，
是当朝为官中清正廉洁的典范。

据悉，全国基层院团戏曲会演将于今
年7月5日至8月3日在北京演出，《烧车御
史》 安排在全国地方戏演出中心演出，时
间为7月25日至27日。

反腐湘剧《烧车御史》将进京“赶考”

湖南日报7月3日讯 （记者 陈勇 ）昨
天，2016“福泽潇湘·关爱贫困学子”公
益助学金发放仪式在长沙举行， 全省
300名受助贫困学子将获得150万元助
学金。

湖南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宗旨，近年累计筹集公益金133亿元，
发展社会福利和公益慈善事业。在“福泽
潇湘”系列公益活动中，湖南福彩每年安
排上百万元公益金，连续进行了“走进麻
风村”、“牵手盲童听世界”、“助孤行动”、
“关爱贫困学子”等活动。

150万元福彩助学
300名贫困学子受惠

青年创业，
“技术”“市场”两个都不能少

7月3日， 宜章县
黄沙镇新坌村， 村民
和超市采购员在分拣
刚采摘的西瓜。去年9
月， 该村在湖南中烟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对
口扶持下， 流转土地
400余亩，种植蔬菜瓜
果。 最近，210余亩西
瓜大获丰收。同时，该
村还成立了种养专业
合作社， 发展社员76
名、 对接贫困户20余
户， 安置剩余劳动力
30余人。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李明华
摄影报道

“扶贫瓜”
获丰收

谈经论市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前不久到湘西采访，当地老百姓提出
一个想法， 将各方面的扶贫资源整合起
来，“同下一盘棋，共办一桌席。”

据了解，当前，财政扶贫专项资金是
实行分块管理。从中央到地方，直接分配
与管理扶贫资金的有发改委 、 财政 、农
业、水利、林业、教育、卫生、扶贫办、能源
办、交通、国土、粮食等10多个部门。在扶
贫项目安排上，各部门在资金分配、使用
管理上各自为政，资金筹集、管理、分配、
使用较为分散， 缺乏统筹安排， 往往是
“各唱各的调”、“各念各的经”：我修我的
路 ，你整你的地 ，他修他的渠 。看上去各
种“扶贫”措施丰富多彩，内容琳琅满目，
但往往因为不接地气，不合实际而“昙花
一现”。

从实践层面来看，很有必要打破行业
界限、部门分割，统筹安排项目和投放使
用资金。汇聚合力抓整体，同下一盘棋，共
办一桌席，先从最需要的项目干起，需要
修路的集中力量帮他修条路；最需要挖塘
的先挖好塘……给扶贫项目注入活力 ,才

能真正做到建一个， 成一个。“花300万修
一条路， 肯定比花300万元同时修路、修
渠、整地效果要好得多。”

其实，整合各方资金，合力办好一件
事，在我省已有了成功的先例。

去年，记者在安仁采访，当地进行高
标准农田整治项目时，老百姓一开始并不
买账，甚至有人扬言要阻工。究其原因，是
此前一些涉农项目建得并不如意；老百姓
认为，与其修一些豆腐渣工程，还不如不
修。于是，安仁县下决心由县政府主导统
筹，由发改、国土，农业、水利等部门共同
参与，哪里规划什么项目，配套什么设施，
都要经过统一考察、论证与评审。这样一
来，彻底改变涉农项目各行其是、重复浪
费和“撒胡椒面”的现状；其打造的高标准
农田示范工程“稻田公园”闻名全国，成为
“多龙”整合的范本。

当前，我省正在实施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精”和“准”是脱贫之根本。合力扶
贫，有必要借鉴安仁经验，整合资源资金，
并定期对项目实施情况、扶贫效益等进行
评估，避免扶贫资金“天女散花”，“年年扶
贫年年贫”。

同下一盘棋 共办一桌席

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支部书记肩挑双责，更多地需要葆有
一种“我多了一份事业”的使命感，而不是
“我又要多做一些事情”的抱怨。颜玫，省
烟草专卖局（公司）信息中心主任、党支部
书记，12年基层党务工作经历， 使她有着
深深的职责感受。今年七一，她获评“省直
机关优秀党支部书记”。

颜玫所在支部有12名党员， 学历高、
年纪轻，有的还是海归，作为“大姐”的颜
玫十分愿意倾听年轻党员的心声，做他们
的引路人。

经常听到年轻人牢骚满腹，透露出的
是理想信念模糊。颜玫就经常以“我为什
么要入党？”为主题组织学习讨论，引导年
轻党员在自我学习和自我反思中寻找答
案。今年，颜玫还自费为每位党员赠送了
《习近平用典》、《百年中国潮》、《卡尔马克
思传》等书籍，通过学习讨论，让年轻党员
树立了正确的理想观和使命感，打牢了支
部的思想基础， 使年轻人焕发出乐于奉
献、忠于职守的光彩。

颜玫还如同老师一般，发挥老党员传
帮带作用，培养年轻党员迅速成长为技术
骨干。她所在部门也先后被工信部评为国
家级“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湖南省政
府突出贡献奖、管理创新奖和全国烟草行
业信息化先进单位，并获得数十项专利和
知识产权。

从2005年开始， 信息中心的人才需
求越来越突出，省烟草局为颜玫开辟了人
才引进绿色通道，由部门单独考察考试直
接聘用，颜玫成为了“主审官”。

省烟草局是个香饽饽， 在很多人看
来，颜玫有了很大的权利，而她感到的却
是责任和压力。颜玫表哥的孩子是中南大
学研究生毕业， 而且符合直招的条件，但
颜玫婉言拒绝了表哥孩子报名。11年来，
信息中心引进了9名人才， 全部公开透明
选拔，部门内部树立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氛
围。

在颜玫带领下，支部11年持续开展爱
心阳光助学活动。 长沙学子莫天池2010
年被中南大学软件学院录取，由于父母都
是下岗工人，家境贫寒。从他上大学开始，
颜玫就带领支部党员定期给予资助和专
业学习辅导。感受到鼓励和温暖的莫天池
发奋努力，2014年被保送读研。

颜玫：做年轻党员“引路人”
潇湘先锋

安全生产曝光台
———省安委会 湖南日报举办
省安责险防灾防损办协办

7月1日，党
员干部在合唱
《复兴之路》。当
天， 娄底市地方
税务局举行“庆
祝建党95周年暨
第二期‘两学一做’
大讲堂”活动，全体
党员一起参加了听
党课、宣誓言、唱红
歌、看影片等系列
丰富多彩的活动。
王玖华 陈卫国

摄影报道

唱红歌 颂党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