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肖丽兵 刘娅姗

6月2日下午， 家住长沙岳麓区望城坡街
道长华社区的赵欣，放了学没有回家，而是来
到了社区的活动中心“放学来吧”。以前放学
后，她只能一个人在家等妈妈回来，现在，一
位志愿者姐姐在这里等着她。

长华社区位于西二环与岳麓大道交汇
处，因其与阳明小学临近，吸引不少外来务

工人员租住。基础差、胆子小、上不起培训
班，与城里孩子相比，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
子女（“迁二代”）更需要辅导与陪伴。湖南
商学院的志愿者与长华社区开展了长达4
年的“放学来吧”活动，在社区的活动室，每
天都有志愿者为小朋友提供两小时的免费
辅导。

辅导了一个多月后， 赵欣的数学有了明
显的进步。赵欣妈妈蔡芬告诉记者，自己是一
名环卫工人，文化水平不高，以前女儿学习遇

到困难自己只能干着急，“多亏有她们来教我
女儿，我实在太开心了！”

志愿者都是“才长大”的青年，他们都很
乐意把孩子们当成自己的弟弟妹妹。“别人都
叫我乌龟，你就叫我乌龟姐姐吧。” 志愿者曹
妫面对的是一名沉默内向又倔强的小男孩小
林，展现了“乌龟”一般的细心和耐心。除了辅
导功课，“乌龟姐姐” 还经常讲一些做人的道
理，每天晚上发微信给家长了解情况。母亲节
那天， 小林的妈妈和奶奶第一次收到了小林
亲手准备的节日礼物。

自2014年至今，“放学来吧”帮扶过近200
名“迁二代”。

爱心家教温暖“迁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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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荨（紧接1版） 在罗坚看来，这些都是“很尴
尬”的事，中国陶瓷包括醴陵瓷迫切需要人
才、 技术包括品牌推介等全方位的创新升
级：“创新首先是看你能不能想得到。瓷谷是
个打破常规， 多功能多层次多产业的聚合
体，就是想树立一个创新标本，吹一点新鲜
的风。哦，原来陶瓷还可以这样做。”

在瓷谷的大师展示区， 来自台湾的女
画家关兰，正邀请观众欣赏一组高足瓷杯润
如玉彩如虹的独特魅力。年过花甲的关兰几
年前迷上醴陵瓷，干脆在醴陵定居。她觉得

醴陵瓷谷最厉害的就是眼光高，观念新：“中
国陶瓷业目前普遍存在同质化竞争等陋习。
它能不能真正有国际竞争力，一走出去就让
人眼睛一亮？其实考验的是中国陶瓷业的转
型升级和创新精神。瓷谷为此铺了路。”

目前，醴陵瓷谷已承办了中国陶瓷艺术设
计大展、湖南（醴陵）陶瓷博览会等10多个展
会，累计接待游客1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000余万元，获得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奖。同时，

累计培训文化创意和设计人才200余人次，研
发设计新产品50余款，申报专利20余件，荣获
“2016年中国湖南旅游商品大赛”金奖。

2017年5月18日，醴陵·世界陶瓷艺术城
获得湖南省首届文化创新奖。罗坚对此很清
醒：“我们还需要时间。 创新不仅是标新立
异，更需要执着坚持的工匠精神，把事情做
到极致。这恰恰是当下最缺乏的。”

在中国陶瓷史上， 湖湘的泥土与火焰，

骨子里就流淌着强大的创新基因。世界上最
古老的陶器出现在道县玉蟾岩；唐代长沙窑
首创釉下彩绘工艺；清末民初，凤凰人熊希
龄与醴陵人文俊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
理经验，在醴陵办公司开学堂。他们划时代
的创新之举，不仅在技术上首创多色釉下彩
绘，更将中国千年传统瓷业带进现代化的潮
流，实现飞跃式的转型升级，堪称开创中国
陶瓷新纪元。

千年古窑的创新之火，在湖湘大地从未
熄灭，而是更加炫丽多姿。

醴陵瓷谷:泥与火的交响

涵养一河碧水
到湘江

浏阳誓师“守护母亲河”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洲 ） 昨天是世界环境保护日，
当晚，以“打赢环保战，守护母亲河，涵养
一河碧水到湘江” 为主题的浏阳市第三
届环保文化节开幕。同时，举行了“打赢
环保战、守护母亲河”誓师大会。该市经
信、住建、水务、林业、环保、畜牧兽医水
产等部门负责人， 向市长吴新伟递交了
打赢生态环境保卫战军令状 。“铁肩担
责，铁规执法，铁腕治污……”副市长王
坤球带领各乡镇 (街道 )党 (工 )委书记郑
重宣誓。

今年5月， 浏阳全面打响生态环境保
卫战， 强力开展造纸行业淘汰落后产能、
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 加强水资源保护、
推进湿地保护与恢复、组织环保督察“回
头看”、 治理畜禽养殖污染等6大专项行
动。22家造纸企业的41台落后纸机已拆
除或正在拆除，完成了24个乡镇污水处理
厂建设， 拆除了36处非法采砂点采砂设
备，退出规模养殖场 (户 )2494家、拆除栏
舍42万余平方米。

长沙市委常委、 浏阳市委书记黎春秋
表示，浏阳将环保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大力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
念，坚定不移实施“碧水”“清霾”“净土”“静
音”等专项行动，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去年，
全市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6.89%， 浏阳河、
捞刀河、南川河3大流域出境断面水质监测
均达Ⅲ类以上。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高芳 ）2017年纪念六五环境日主场活动暨
2017国际环保新技术大会，6月5日在南京举
行。永清环保携四大土壤修复新技术，亮相大
会土壤特展区。

这次环保新技术大会， 永清环保四大土
壤修复技术亮相： 自主研发的离子矿化稳定
化技术， 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达标率100%；
超洁净土壤异位热脱附技术，尾气完全燃烧，
污染物去除率高达99.98%；原位热修复技术，
气化有机污染并有效抽提超99%； 永清美国
IST公司的XSVE技术， 高效处理半挥发性有
机污染物达95%。

2009年，永清环保开始进军土壤修复市
场，公司自主研发的重金属污染土壤离子矿
化稳定化技术，有效解决了化学稳定修复技
术不能长期稳定土壤中重金属的难题，为湘
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土壤治理提供有力的技
术支撑。随后，永清在土壤修复技术上的投

入力度不断加大，2014年至2016年， 自主研
发并实施稻米的降镉技术， 为解决 “镉大
米”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线和实施路
径。

注重自主研发的同时， 永清环保同时开
启了国际技术本土化的新道路：2015年，完成
了中国土壤修复行业第一宗海外并购案，成
为美国土壤修复公司IST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6年， 永清环保启动了加拿大MC2公司的
收购议程。

作为全国第一批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重
点推广示范单位， 永清环保是湘江流域生态
恢复的主力军；同时，永清环保土壤修复业务
也相继落子华北、华南、西南、华东以及新疆
市场。 目前已在全国各地成功实施数十项污
染场地修复工程。

目前， 永清环保建立了覆盖环境修复规
划咨询、场地调查、风险评估、工程设计、施工
以及药剂生产等全过程的完整产业链。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徐德荣 成俊峰
王朝顺 罗飞虎）“这只手很不方便，在外很
难找到工作， 没想到如今能在家门口就
业。”6月5日，在进行牧草、苗木管理的衡
阳市石鼓区角山乡旭东村村民肖望丰，高
兴地对记者说。

他今年62岁，左手残疾，长期靠家人
照顾。如今村里搞旅游扶贫开发，学过苗木
技术的他被衡阳香樟苑生态农业发展科技
有限公司聘用，月工资有3300余元。

近两年来， 石鼓区把乡村旅游与扶贫
开发相结合，依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区位、资

源优势，先后引进和发展香樟苑、潇湘合创
玫瑰园、奕辉莲藕、云飞农业等一批重点乡
村旅游项目，配有牛羊养殖区、观赏苗木种
植区、欧式风情度假区，使原本寂静的村庄
热闹起来， 数个村庄成为衡阳市民近郊游
首选地。该区通过土地流转、就业务工、旅
游经营、入股分红等形式，确保贫困户稳定
增收。同时，相关部门和企业共同为贫困户
提供技术、资金等帮扶，增强其“造血”能
力。目前，该区贫困户已有1443户3640人
实现脱贫，角山村、旭东村入围“国家级重
点旅游扶贫开发村”。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彭展 徐亮亮

6月6日，岳阳市寻找“最美献血者”微信
投票活动正在进行，在不断刷屏中，一个名字
引起了很多人关注。

他就是曾北岳， 一连20年无偿献血100
次，献血总量达到6.9万多毫升。其中，献成分
血75次，每次献1个治疗量的血小板相当于献
全血800毫升，累计相当于献全血6万毫升。曾
连续3年被评为机采成分血优秀志愿者。

曾北岳是中石化巴陵石化合成橡胶事业
部聚丙烯车间包装岗位员工、共产党员，曾在
武警北京总队服役。曾北岳献血始于1997年在
部队服役时。去年，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
车间党支部书记与曾北岳谈心时，无意间得知，

他正参评岳阳市无偿献血“十大公益形象大
使”。 但他婉言谢绝了组织投票的提议， 他说：
“我做公益是自愿的，有没有荣誉并不要紧。”

翻看曾北岳满满一抽屉献血证，他100次
无偿献血有84次是在岳阳进行的。他介绍，前
12年都是献全血，每年2次。后来选择献成分
血，献血周期短，不影响工作，每月都可以献，
这样能帮助更多的人。

去年底的一天， 一个正接受手术的病人
急需输血。当时已近半夜，曾北岳接到岳阳市
中心血站的求助电话后，马上赶到血站，一次
献血小板400毫升。

无偿献血， 只是曾北岳参与的公益活动
之一。多年来，他还坚持到岳阳临湘市城南敬
老院当义工。

去年7月，湘北连降大到暴雨，曾北岳的
老家黄盖湖成了抗洪一线。 他从亲友和媒体
报道中得知黄盖湖灾情严重， 抗洪官兵日夜
辛劳坚守，马上发动同学“众筹”，筹钱杀了2
头猪、买了100箱饮料及方便面，连夜送到抗
洪官兵与受灾群众手中。

工作之余，曾北岳还经常自发组织好友，
带上小孩去长江边、大街上，义务清理垃圾。

“做公益利用休息时间，工作时间是全身
心投入的。”这是曾北岳的“原则”。他所在的
包装岗位自动化程度较低，放料、称重、打包、
码垛全需人工完成，每包产品重25公斤，上下
误差不能超过0.15公斤。凭借经验，他包装的
产品重量误差低， 所在班组在车间劳动竞赛
中连续多次排名第一。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6月4日，岳阳以“六·五”世界环境日为契机，在南
湖广场举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主题活动。
市领导和市民争当环保志愿者，共同参与“守护
绿水青山，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岳阳”签名等活
动，掀起了该市环境保护宣传月系列活动热潮。

活动现场，岳阳市委政法委、市人大城环
委，以及环保、水务、国土、市科协、电力和巴
陵石化有限公司、 江豚保护协会等近20个单
位和社会组织，开展生态环保展览、环境诉讼

答疑等活动。市环保局还邀请党员干部、环保
志愿者、 企业员工走进市监测中心和城市污
水处理厂，参与公众开放日活动，使公众理解
环保、支持环保、参与环保。

据了解，岳阳还将陆续举办植树、幼儿环
境文艺汇演等环境保护宣传月主题活动，组
织环保宣传进学校、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
进企业。 该市环保局法制宣传科科长刘忠良
称：“活动旨在引导党员干部及市民履行环保
责任，合力为守护绿水青山尽心出力。”

永清环保四大技术亮相国际环保大会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李伟锋 ）
今天，省国税局、省地税局联合与6家大
型企业在长沙签订税收遵从协议， 旨在
促使税企双方在税收风险防控上达成更
多共识，提高企业税法遵从度。这也是我
省税务机关首次与企业签订税收遵从合
作协议。

税企之间签订税收遵从合作协议，是
发达国家在探索大企业服务与管理中形成
的一个成功经验， 是企业与税务机关在自
愿、平等、公开、互信基础上，就企业涉税事
宜及相关税收服务和管理签署的一种具有
双向约束力的协议。 目的就是为了增进税
企彼此互信，加强税企合作，共同防控涉税
风险，为企业健康快速发展保驾护航，对纳
税信誉好、 遵从度高的企业进行正向税收
激励。

参与此次协议签订的6家企业分别
是，湖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草
总公司湖南省公司、巴陵石化、长炼、中联
重科、建行湖南省分行。

协议有效期内， 税务部门将联合成立
专家团队，为签约企业提供更高效、优质的
“一对一”个性化服务；引导和帮助企业建
立和完善税收风险内部防控体系；设立省、
市两级联络员， 及时处理企业提出的涉税
诉求；规范政策解读口径，维护税收政策执
行的确定性和一致性； 做好税收检查统筹
工作，不给企业增加额外负担等。参与签约
的企业， 应及时向税务机关报告组织结构
重大变化等重大涉税事项， 配合税务机关
开展税收风险管理和税收风险内控调查，
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税务风险自查与测试
等。

我省签订首份税收遵从协议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李小华）今天，2017芒果国际珠宝
展组委会宣布，由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珠
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 长沙黄花综合保税
区联合主办的首届芒果国际珠宝展， 将于
11月17日至21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届时，“马栏山”将携手全球珠宝资源，
打造一场专业珠宝盛会。

芒果国际珠宝展以专业、创新、开放、
共享为办展宗旨，对接全球珠宝行业资源、
时尚创意资源、科技资源、行业资源、原创
设计与国际珠宝品牌， 链接全球大珠宝生

态圈。 展会主要呈现矿物宝石原材料、宝
石科教科普、珠宝行业资源、原创设计、
高端定制品牌等五大版块。每年一届，于
11月第三个周末期间举办。 首届展会规
模约1100个标准展位， 预计境外展商占
比过半。

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会长史
洪岳介绍， 芒果国际珠宝展是中宝协打造
国际性珠宝专业展会平台、 引领行业发展
的探索与尝试。“芒果国际珠宝展将呼应中
宝协在北京、上海举办的华北、华东两台珠
宝大展，成为华中地区重要的行业盛会。”

首届芒果国际珠宝展11月在长沙举行

� �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周玉意）近日，在邵阳市经开区，总
投资67亿元的邵阳市智能制造产业小镇
项目开工建设。邵阳市商务局负责人说，这
是今年“港洽周”项目，能这么快顺利开工，
得益于经开区方面快速交付土地。 该区国
土分局特事快办，仅用20余天就拿到了项
目首期518亩用地许可批文。

为全力做好项目用地保障工作，近
两年来， 邵阳市经开区国土分局建立项
目用地审批服务台账制度， 有步骤推进
项目批准、规划选址、初步设计、社会保
障等用地审批前置工作， 加快拟定用地

报批计划， 力促项目用地早上报、 早审
批、早落地。并在国土规划、预审、挂牌出
让等方面，实行现场办公、一事一议。今
年春季， 仅用40天就完成了通用航空产
业园等4个重点产业项目1361.19亩土地
的报批工作。

针对园区新增建设用地大、 耕地占补
不平衡问题， 邵阳市经开区国土分局坚持
集约用地，盘活存量。去年，共清理闲置土
地293.3亩。同时，加大调规力度，做好土地
储备。今年来，已完成3000余亩土地报批，
相当于经开区2004年成立以来土地报批
总量的四分之一。

早上报、早审批、早落地

邵阳经开区全力保障项目用地

石鼓区推进乡村旅游促脱贫
角山村、旭东村入围“国家级重点旅游扶贫开发村”

20年无偿献血100次
———记热心公益的巴陵石化职工曾北岳

岳阳掀起环保宣传热潮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柏俊林 郑万生

6月4日上午，记者随江华瑶族自治县
森林公安局扶贫工作队队长杨林， 来到该
县偏远的蔚竹口乡冷水村朱家组。 数百村
民聚在这里，庆祝村里新修的“便民桥”通
车。

一座长14米、宽3.5米，能过各种农用
车和小车的水泥桥横卧在村前小河上。

“多年的愿望实现了！”今年五十出头
的村民朱前意站在桥上，脸上满是笑容。这
座桥是他捐资8万多元修建的。

村里人告诉记者， 冷水村有368户
1588人，其中贫困户200户759人，村集体
几乎没有收入，是全县有名的贫困村。该村
朱家组一条小河上有一座破旧的木桥，不
能通车，下雨时行人过桥很危险。多年来，
村民们渴望修一座能过人能通车的水泥
桥。

朱前意与妻子潘勤英在外地打工多
年，因为父母年迈，去年返回村里，准备用
打工积攒的8万多元钱改建家里的土房
子。

去年春节时，扶贫工作队来到村里，同
村民谈及村里发展，大家认为最大“瓶颈”
是那座旧木桥。然而，村里没钱，村民没钱，
修桥谈何容易？

桥不通，路不通，村民致富没出路。朱
前意与妻子商量， 决定把准备修房的钱给
村里修桥。

去年过完春节， 朱前意夫妻便找人设
计。8月初，新桥建设正式开工。夫妻俩先请
人用挖机清理河道， 然后买回20多吨水
泥，拉回10多车砂石，再花1.5万元买回钢
材。

村委会主任邓明正告诉记者， 建桥过
程中，村支两委号召村民义务投劳。大伙积
极响应，与朱前意一起，拌浆的拌浆，抽水
的抽水，装模的装模，干得热火朝天。潘勤
英每天安排4桌饭菜，招待投劳的村民。主
体工程建好后，花完了朱前意全部积蓄，建
附属设施还要1万多元。 驻村扶贫工作队
队长杨林设法解决了所缺资金。

走在刚峻工的新桥上，杨林对记者说：
“朱前意夫妻虽然是普通农民，但思想境界
很高，令人敬佩。有他俩示范带动，冷水村
会加快脱贫致富。”

用打工积蓄修起“便民桥”

服务礼仪
大赛

6月5日晚， 湖南省
农村信用社（农商银行）
“最美农信人”服务礼仪
大赛在衡阳县举行，长
沙农商银行等19支参赛
队伍分获一、 二、 三等
奖。 图为参赛队伍形态
礼仪展示。
湖南日报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胡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