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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肖洋桂
通讯员 刘卫平

6月29日早晨，常德市西湖管理区田园
村穗丰芦笋种植基地里，村民们忙着收割芦
笋，打包销往长沙。村党支部书记卢红艳介
绍，搭帮3个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村里芦笋
产业获得大发展，推动了精准扶贫，拔掉了
“穷根”。

田园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154户455
人，2014年被定为省级贫困村。当地资源匮
乏，位置偏僻，如何摘掉穷帽？

“回来发展吧， 家里将给你最好的地
块！”2014年， 村党支部委员夏亮明得知村
里走出去的大学毕业生周继新在江西试种
芦笋成功、正在寻找合作伙伴时，打出亲情
牌和优惠政策，邀请他回家乡创业。

当年，周继新回到村里，带领村民平整
出100亩土地， 完成了芦笋育苗及幼苗移
栽。经精心培育，2015年收入30余万元。

没料到，去年4月，当地出现持续20天
强降雨，而田园村建的芦笋种植基地没有大
棚遮挡，损失惨重。举步维艰时，西湖管理区
党委书记龚霞波来到基地现场办公，决定由
政府出资100万元， 帮助搭建钢架大棚，再

租赁给基地使用。
“我们俩也各投30万元！”得知家乡在

大力发展芦笋产业，从田园村走出去的大学
毕业生何伟与王铁青也回到村里，和周继新
等人组建了西湖穗丰芦笋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

在3个返乡大学毕业生带动下，目前，西
湖穗丰芦笋种植合作社已流转土地150亩，
带动村里60多户村民种植芦笋， 并建成冷
库一座。 初步估算， 今年芦笋收入可突破
420万元， 其中支付农户土地流转资金8万
多元、劳动用工工资80余万元。

村里贫困村民陆红花有两个小孩上学，
丈夫喂猪没赚到钱，家里特别困难。去年，村
里介绍她到芦笋种植基地打工，年收入达到
4万多元。

在芦笋采摘季节，合作社特别选择部分
贫困户到基地打工。在芦笋种植基地打工的
今年64岁的贫困村民夏延来说：“我没想到，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打工赚钱，一个季度
能赚六七千元。”

在芦笋基地，3个回到田园村的大学毕
业生告诉记者，下一步，他们计划在村里将
芦笋种植规模扩大到1000亩， 帮助更多乡
亲赚钱，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通讯员 胡小亮
记者 周月桂）今天在株洲举行的中国中东
南部风电开发研讨会上， 中车株洲所对外
发布了完全自主研发的新机型———3.X兆
瓦风电机组。 该机型提升了对风的敏感
度， 这也意味着， 处于中低风速区的我国
中东南部地区， 未来将可以开发利用更多
风能。

这款机型额定功率可在3.0兆瓦至3.6兆
瓦之间，相比较以前的2.0兆瓦系列，3.X兆瓦
风电机组叶片更长、装机容量更大，有效提升
了风机在湖南等低风速地区“捕风” 的敏感

性。
湖南地势，涵盖山地风电、丘陵风电、平

原风电三种类型， 属于低风速区域。 近年
来， 中车株洲所利用其在轨道交通领域的
技术优势，瞄准“上山”和“低风速”两个方
向，深耕低风速领域，相继推出了高速双馈
1.5兆瓦系列、1.65兆瓦系列、2兆瓦系列、
2.5兆瓦系列风电机组。 正是得益于低风速
技术的进步， 使得湖南这个昔日风电资源
优势并不突出的省份， 可开发风电量跃升
至2000万千瓦以上。全国企业纷纷来湘“跑
马圈地”开发风电资源，湖南成为了全国风

电开发的热土。
此次发布的3.X兆瓦风电机组首款机

型， 已于日前顺利通过了北京鉴衡认证的
设计评估。 数据分析表明， 在较低风速风
区，3.X兆瓦风机与2兆瓦风机相比， 单机
发电量可提高49%， 单机位一年可以多产
出200万千瓦时电量；在中等风速风区，单
机组发电量可提高65%， 单机位一年可以
多产出400万千瓦时电量， 发电性能提升
非常明显。

“3.X兆瓦风机还能够有效解决低风速
风区有效机位不足、 设计容量不够和微观
布机难度大等问题。”中车株洲所风电事业
部总工程师高首聪介绍， 一个规划容量为
100兆瓦的区域风电场，采用2兆瓦机组需
要50台风机， 而采用3兆瓦机组则只需33
台。

“捕”风能力更强
由中车株洲所研制成功的3.X兆瓦风电机组，更适应湖南等中低风速区

创业记

3个大学生搞活一个贫困村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
讯员 吕小宝 刘明启 郭华）“6月下旬， 常宁
出现特大暴雨，陈洲水库涵洞闸门起闭自如、
泄洪畅通。”今天上午，记者来到位于常宁市
新河镇陈家洲村的“小二型”水库———陈洲水
库，水库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座水库的护坡已
全部用水泥硬化，外坡修建矮脚墙，新筑的箱
涵畅通无阻，经受住了洪水考验。

据了解， 常宁市共有269座水库， 其中
239座是库容量10万至100万立方米的“小二
型”水库。这些“小二型”水库全部修建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年久失修，给防汛抗旱带来很
大压力。近3年来，该市开展“小二型”水库除
险加固工程大会战， 先后投入专项水利资金
6.5亿元， 除原已完成除险加固工程的164座
“小二型”水库外，主要用于剩余75座“小二

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以及985公里长的干
渠配套建设和27座农村安全饮水水厂建设，
确保了全市39万亩基本农田灌溉与40万农
村人口饮水安全。

在“小二型”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建设中，
常宁市严格实行招投标制， 筛选有合格资质
的单位施工，杜绝豆腐渣工程。该市水利部门
配合市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程监管，从
设计到工程监理、 施工管理及竣工验收全程
把关，确保除险加固工程100%合格。经衡阳
市水利局验收，常宁市“小二型”水库建设工
程全部合格。 省水利厅要求在全省水利系统
推介常宁经验。

常宁除险加固“小二型”水库
近3年共投入6.5亿元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王文 ）昨
天， 涉嫌哄抬房价的光明E城正式向市民
公开道歉，并按照政府监制价格与66户业
主重新签约。这是长沙市开展房地产销售
执法以来， 房产开发商首次公开承认错
误。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行政执法局负
责人表示，自2016年11月以来，该局对长
沙在售楼盘开展“地毯式” 执法检查，有
462家房地产销售项目接受检查， 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书、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等各
类执法文书1147份，有力地整治了楼盘违
法违规销售行为。

检查发现， 个别项目涉嫌在未取得预
售许可证的情况下违规收取预订款性质
费用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很多项目存在
资料公示不全或者不规范的问题，集中在
不按要求公示房源信息、节能指标、五证
不全、公示商品房买卖合同示范文本不正
确等。该局依法对梅溪正荣府、合能璞丽、

振业城、和顺洋湖壹号、光明E城5个项目
进行曝光，对梅溪正荣府、合能璞丽、阳光
壹佰新城、 钱隆世家4个项目的违规预售
行为进行了查处。

为确保各在售楼盘依法依规进行销
售，该局自今年5月起，对长沙所有新取得
预售的楼盘开展开盘现场执法监督检查，
执法人员上门下发“楼盘开盘执法服务告
知书”， 并在开盘现场进行现场执法服务
及全过程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现场下达
责任整改通知书， 责令限期整改。 截至目
前，万科金域蓝湾等40个楼盘开盘，都在
开盘当天，接受了该局现场全过程执法监
督服务。 有10余家楼盘因销售行为不规
范，被责令整改。

该局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楼盘开盘选
在周末或者夜间，执法人员牺牲休息时间赶
到一线执法，采取这项措施，就是提前介入，
有效预防楼盘不规范销售行为。

执法检查楼盘426个，下达执法文书1147份
长沙重拳整治楼盘违规预售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曾寿彬）为切实加强国企党建工作、夯
实企业党建工作基础。从6月下旬开始，省国
资委党委组织省属国有企业和中央在湘有
关企业开展了“千名支部书记进党校”活动，
来自全省国有企业一线的千名支部书记将
脱产进省委党校进行为期三天的理论政治
和业务知识的学习培训。

在6月26日“千名支部书记进党校”的
第一期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省国资委主任丛
培模表示，要利用省委党校这个阵地，将千
名企业党支部书记轮训一遍，目的是要全面
提升企业基层党支部书记的履职能力和水
平，切实解决企业党建工作基础不实、基层
不牢的问题，解决国有企业党的领导、党的
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

夯实国企党建基础工作

省国资委组织“千名支部书记进党校”培训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肖江浩 罗舜爱 ）今天，记者从湖
南省国税局获悉，每逢周末，在岳阳市税
收普法宣传主题文化公园———金鹗山公
园里， 都有税务干部为市民进行税法宣
传，市民们提出一些税收疑问，税务干部
都一一详细解答。

省国税局携手省地税局、省司法厅以创
建税收普法教育示范基地为契机，从普法制
度建设、场地建设、普法宣传、普法实践等方

面入手，采取税务部门与学校联动、创建主
题教育基地、 开展税法知识竞赛等方式，把
税法宣传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同时，在
基地培育、建设过程中，运用新媒体、新平
台，围绕创业创新、营改增、电子税务局等与
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热点话题，积极创作税
收普法微视频、微动漫，把税法课堂搬到教
室里、走进工厂里、讲在纳税人心里，营造
“人人懂税法、 人人守税法” 的税收法治氛
围。

湖南国税：把税法宣传融入日常生活

6月29日， 龙山县洗
洛镇小河村， 村民在对百
合进行田间管理。近年来，
百合在龙山县已逐步形成

“种植区域化、 生产规模
化、加工规范化、销售市场
化”的产业化格局，百合种
植遍布全县21个乡镇，面
积达8万亩，百合产品远销
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郑
州等地， 年产值达10亿
元， 给当地农民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

曾祥辉 李盾 摄影报道

龙山百合
长势旺

湖南日报6月29日讯 （记者 胡信松 ）
今天，记者从省经信委获悉，1至5月，全省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实现利润
总额672.63亿元，同比增长19.5%，增速比
上年同期加快14个百分点，居中部六省第
二位。

1至5月全省制造业实现利润625.29亿
元，同比增长22.1%，高于全省规模工业利
润2.6个百分点，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4.6

个百分点 ， 占全省规模工业利润比重达
93.0%。

企业盈利能力同比上升。 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4379.78亿
元，同比增长13.2%，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5.4
个百分点。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4.68%，同
比提高0.3个百分点。

企业成本费用下降。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4.10

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52元。每百元主营业
务收入中的三项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8.29元，同比减少0.19元。

企业降杠杆、去库存效果明显。全省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2.2%， 同比下
降1.6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9个百
分点。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3.4%，较上年同
期低2.5个百分点，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5.9个
百分点，为中部六省最好水平。

湖南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效益增速中部第二
●1至5月实现利润总额672.63亿元，同比增长19.5%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4个百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