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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余蓉）日
前，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艺术楼明
星剧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114名“洋秀
才”们在这里飙汉语，秀才艺。这是“汉语
桥”“过桥”比赛，来自全球112个国家的选
手，被分为亚洲组、欧洲组、美洲和大洋洲
组、非洲组参加比赛。

在第一轮汉语演讲和即兴问答环
节，参赛选手以“梦想点亮未来”为主题
分别进行了90秒的演讲。 有的选手激情
澎湃，妙语连珠，对汉语运用的娴熟让现
场观众刮目相看；有的选手幽默风趣，让
现场观众忍俊不禁；有的选手娓娓道来，

生动感人。在即兴问答环节，选手机智而
生动的应答， 展现出他们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了解程度， 给现场观众和评委留下
了深刻印象。

第二轮的才艺表演环节， 选手们纷纷
拿出看家本领展示自己的中华才艺。 来自
老挝的金亮的傣族舞，曼妙传神；印度尼西
亚选手柳添贵身着一袭红色戏服唱起了豫
剧《穆桂英挂帅》；白俄罗斯选手宇凌星一
人饰两角演绎相声《西游新说》……他们用
歌曲、舞蹈、戏曲、朗诵、书法、中国武术等
耳熟能详的艺术形式， 表达出自己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向往和热爱。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邹仪 通
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我们加入陈书记的
槐米种植专业合作社，每月不仅有2500元的
固定工资，年底还能分红呢，这下脱贫就有
指望了。”日前，在宁远县仁和镇陈安村槐米
种植专业合作社， 贫困户陈荣昌由衷感叹。
在刚刚结束的村级党组织换届选举中，致富
能人陈继发以满票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一
上任他就帮助村里15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
脱贫致富。

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 该县以
换届选举为契机， 不断强化贫困村党建扶
贫力量；将是否具备政治素质高、群众威信
高、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共同富裕能

力强的“双高双强”作为遴选村级能人必要
条件， 选出了一批能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
“能人”。目前已将首批遴选出的121名“能
人”充实到119个贫困村的村“两委”，当上
了群众欢迎的“脱贫官”。

目前， 有带领贫困户养殖九嶷山兔致
富的冷水镇毛家村党支部书记毛茂斌，有
为孤寡老人、特困户、村里公益事业累计捐
款达200多万元的湾井镇丰收村党支部书
记欧桂兰， 有个人出资60余万元为全村公
益事业“买单”的桐山街道五里桥村党支部
书记黄成和……121名能人“脱贫官”已帮
助近2000名贫困人口脱贫，有力推进了该
县脱贫摘帽的步伐。

飙汉语，秀才艺
洋秀才们争“过桥”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黎罗清 舒向峰 张记江）近日，岳阳
市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市直单位职能科室
负责人重点监督管理的办法》， 把27家市直
单位的70个行政审批、行政执法权相对集中
的业务科室负责人作为重点监督对象，从严
格依法行政、提高工作效能、优化服务质量、
加强廉政建设、健全长效机制等五个方面对
70名“实权”科长进行重点监督。

办法要求， 对列入重点监督的市直单
位职能科室负责人，集中向媒体公开；纳入
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的范围， 定期
报告个人有关事项； 落实干部交流工作有
关规定， 推动市直单位职能科室负责人内
部轮岗交流；成立督查考核组，严格督查考

核；在媒体公开举报投诉信箱、网站及举报
投诉电话，加强问责监督。

同时，强化监督和考核结果运用，对当
年绩效考评靠后， 群众和服务对象反映较
多、意见较大、评价较差的科室负责人，由
分管副职及时进行提醒谈话， 并取消当年
度评先评优资格。 相关问题整改落实不到
位的科室负责人， 不得提拔任职。 同时要
求，市直单位党组（党委）要进一步落实重
点监督责任， 高度重视职能科室负责人监
督管理工作，坚持从严把关；严格实行监督
管理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推动责任落实；
纳入重点监督的市直单位职能科室负责人
的调整配备、因私出国（境）审批等，需严格
备案管理。

岳阳70名“实权”科长被重点监督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宋国胜）得知女儿今年高考626分上
了一本线， 龙山县华塘街道姚某近日盘算
着怎么邀请大家好好庆贺一下。没想到，街
道纪工委的张书记找上门来， 不仅宣传了
操办人情宴请规定， 而且还动员她签订了
《拒办“升学宴”承诺书》，承诺不借子女升
学办宴敛财。这是龙山县狠刹“升学宴”的
一个缩影。目前，该县已有3331名高考学
生家长签订了《拒办“升学宴”承诺书》，有
3286名家长自觉打消了办“升学宴”念头。

为刹住借办宴敛财歪风，龙山县2013年
出台《规范人情宴请事宜十项规定》及《补充
规定》，2014年下发《农村社区人情宴请治理
工作实施方案通知》， 实现规范治理宴请的
全覆盖。除婚丧嫁娶外，严禁操办其他任何

形式的人情宴请（包括升学宴）； 允许操办
的，也限定了范围（仅限亲戚）或桌数，另外
还明确了违规操办宴请的处理措施。县纪委
今年又专门出台《整治方案》，将人情宴请治
理纳入党风廉政考核，并开通举报电话和电
子举报邮箱，抽调专人不定期督促检查。

今年高考刚结束， 龙山县纪委就安排
人员深入单位、 农村全面摸底， 并利用广
播、电视、短信、微信、公开信、展板、标语等
形式宣传禁办“升学宴”规定，扯起“升学
宴”高压线。全县乡镇街道组建21支巡查
队，深入辖区巡查暗访，及时发现、制止违
规操办“升学宴”。此外，还对县交运局艾某
文违规办宴案件公开通报， 在全县引起不
小轰动。 经过驰而不息治理， 龙山县操办
“升学宴”等陋习明显减少。

龙山3000余家长承诺拒办“升学宴”

湖南日报阿拉木图7月19日电（记者 胡
信松 通讯员 孙晨晖）今天，中国（长沙）哈萨
克斯坦项目投资洽谈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举办。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与哈萨克斯
坦埃德尔投资集团签署合作协议，投资1.3亿
美元在哈发展农业与畜牧业； 并与哈萨克斯
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省
政协副主席欧阳斌出席并致辞。

作为湖南省参加2017年阿斯塔纳世博
会系列经贸活动之一， 当天的洽谈会吸引了
哈萨克斯坦70余家企业、商协会代表，他们
与长沙12家企业负责人进行了友好交流和
对接，并达成了多起双向投资合作意向。

长沙与哈萨克斯坦一直保持着友好交流
合作关系，2016年10月25日， 哈萨克斯坦投
资推介会暨项目对接洽谈会在长沙举办，来

自哈萨克斯坦的15家企业和长沙的100多家企
业进行了对接。

欧阳斌向与会嘉宾介绍了湖南及长沙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期待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大背景下，以此次哈方企业与长沙企业进行跨
国投资项目对接为契机，进一步健全合作交流
机制，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大力拓展务实合作，
共同开创更高层次、更宽领域经贸交流新局面。

长沙在哈举办项目投资洽谈会
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与哈企业签约， 投资额1.3亿美元

湘约阿斯塔纳世博

乡村少年宫
孩子欢乐园

7月19日， 嘉禾县广发
中心学校少年宫， 辅导员指
导孩子们练习舞蹈。 进入暑
期，该县14所乡村学校少年
宫的图书室、健身室、棋艺室
全部开放， 并开设舞蹈、音
乐、书画、刺绣等才艺班级，
为广大农村学龄儿童搭建课
外活动才艺培养和学习平
台，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

黄春涛 摄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通讯员 刘婷
肖春良 记者 曹娴）日前，华菱衡钢生产的
煤层气用管顺利运达我国“西南煤海”贵州
省，在毕节市大方县羊场镇，助力该地区开
采非常规燃气资源煤层气、 页岩气资源等
新兴清洁能源。

据勘测，贵州省煤层气资源丰富，全省
埋深2000米以上浅煤层气资源量为3.15
万亿立方米，位居全国前列。羊场镇所在地
区自2015年开始，顺利开采了甲烷含量达
99%的煤层气。

然而， 该地区地形地貌以丘陵和山间
谷地为主，海拔高度在1200-1500米之间，

相对高差400-450米，环境恶劣，开采所需
的全部设备和技术人员进出困难。 该井场
开采工作对煤层气用管也有特殊要求，要
求钢管长度必须与煤层深浅一致， 不同的
煤层使用不同长度的钢管， 而且对钢管长
圆扣的气密性要求极高。 这就意味着该批
用管不仅生产技术要求高， 而且长度尺寸
复杂，必须“量身定做”。

衡钢按照客户要求， 克服了陡坡、窄
道、弯道、S形弯路等路途障碍，将该批长
度在9至12米的钢管， 全部顺利送达羊场
镇工地井场， 获得了客户及井场技术人员
的高度评价。

衡钢为新兴能源开采“量身定做”钢管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曾德新 曾畅

新化有个“猪特慢”品牌，不仅猪肉爽口
香甜，养殖户还通过微信、电商平台将猪肉卖
到了“北上广”。生猪长得慢，但赚钱却一点也
不慢。

7月18日， 在田坪镇联盟村白竹山慢猪
养殖合作社，我们见到了“猪司令”李移山。

李移山养的“慢猪”，以野草、米糠、薯藤、
玉米、萝卜、南瓜和红薯等为主要原料，煮熟
喂养。从仔猪至育肥出栏，整个过程不添加任
何含有生长激素与抗生素的饲料， 生猪成长
缓慢，10个月出栏时毛重只有90至100公斤，
而饲料猪4个月就能长到100多公斤。“慢猪”
除了肉质鲜嫩、色泽红润、口感香甜、营养丰

富外，顾客购买也放心。
“‘慢猪’其实是个老方法、新概念。”李移

山介绍，“以前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养猪的，没
啥稀奇的。我们夫妻俩以前办养猪场，一年可
养600头饲料猪；现在养‘慢猪’要10个月以
上才出栏，养80头就已经够呛了。”

快与慢，只是相对的。李移山说：“养‘快
猪’，用添加剂加快生长速度，产出快，但违背
生物的自然规律，市场不认可，效益并不好。
养‘慢猪’，花的心血和时间更多，虽然生长周
期慢，但市场反响好、价格高、供不应求。”

2015年， 当大家正全力发展饲料猪、追
求快长快卖时， 李移山成立白竹山慢猪养殖
合作社，反其道而行之，专养“慢猪”。他组织
周边50余户农户构建“合作社+农户”的养殖

模式。当农户的“慢猪”养足10个月以上达到
100公斤左右时， 合作社按比饲料猪每公斤高
12元的价格收购，确保农户每头“慢猪”的利润
不低于1000元。

为打造“慢猪”品牌，李移山注册了“猪特
慢”商标，通过微商、电商平台将“慢猪”肉卖到
了长沙、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为保证肉质鲜
美，李移山采取凌晨杀猪、真空包装、三小时内
发货的方法，并在箱子里放置专用冰袋，确保次
日送达顾客手上的猪肉仍旧新鲜， 每公斤价格
达60元左右。

李移山说：“销路不用愁， 周边很多人都主
动上门预定，来晚了还赶不上！许多老主顾一次
预定好几头，就等着年底来杀猪过年。”目前，合
作社已存栏生猪300余头， 预计今年可出栏慢
猪500头，毛利接近200万元。

李移山已经计划好，在娄星区、新化县、冷
水江市等地开设专卖店， 逐渐建成集养殖、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把“猪特慢”品牌发展
壮大。

“猪司令”李移山———

养“慢猪”赚“快钱”
宁远县121名“能人”当上“脱贫官”

湖南日报7月19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彭冲 ）日前，岳阳县新开镇的贫
困户方新春接到镇里通知，赶到湘北人
才市场，参加岳阳市2017年城区精准扶
贫专场招聘会， 现场达成了聘用意向。
方新春高兴地说 ：“新找的酒店保安工
作包吃住，月工资2600元，全家脱贫有
希望了。”

岳阳市人社局为贯彻落实市委、市
政府实施行业扶贫决策部署，推出了扶
持创业项目、 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举办
专场招聘会等举措。此次专场招聘会共
有90多家用人单位携1400多个岗位入

场招聘，涉及家政服务、酒店、房地产、食
品等行业。 岳阳市人力资源服务中心联
系市家政协会，组织佳佳好、洪财家政、
聚模保洁等家政企业入场招聘， 专门为
贫困人员提供合适岗位。

岳阳市劳动就业服务局及周边县
（市、区）就业部门根据贫困人员建档卡
上的联系方式， 提前点对点发布招聘信
息。招聘会现场设立了就业创业咨询、技
能培训登记等服务点， 服务贫困户。当
天 ，共有3000多名求职者入场，其中精
准扶贫对象1200多人， 现场达成就业意
向近700人。

为贫困户“私人定制”岗位
岳阳举办精准扶贫招聘会

老百姓的故事

湖南日报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彭小云

记者7月19日获悉，经省政府同意，省政
府办公厅本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不动
产登记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旨在
切实解决当前不动产登记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提高登记质量和效率。

《通知》还要求各地积极推进资料移交和
登记信息共享，确保在2017年底前完成历史
登记数据的整理并汇交至国家不动产登记信
息管理基础平台。

有房屋所有权证、 无国有土
地使用证， 但有合法土地权属来
源的可办理不动产登记

“我的房子已经取得房产证，但没有国土
证，请问可以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吗？”省国
土资源厅介绍， 我省去年开始全面实施不动
产统一登记以来， 这是群众咨询最多的问题
之一。

《通知》要求，妥善办理有房屋所有权证
无国有土地使用证的不动产登记。即：当这类
人员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 国土资源部门
应查核土地权属管理资料。 对有合法土地权
属来源的，依法受理并办理不动产登记；对于
历史原因导致权属来源材料不符合不动产登
记要求的， 应根据取得土地使用权时的相关
政策予以认定。

在合法宗地上建造的房屋， 其房屋所有
权已多次转移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 但没有
同步办理国有土地使用证的， 当事人提交房
屋所有权证和原权利人国有土地使用证申请

登记的， 国土资源部门在核实房地权属来源
等有关材料， 依法公告并注销原国有土地使
用证后，办理权利主体一致的不动产登记。

相反， 如果是没有合法土地权属来源的
国有建设用地上建造的房屋， 当事人申请不
动产登记的，国土资源部门应暂缓办理。所在
地人民政府应组织相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
国土资源部门凭有关部门出具的依法进行处
理的证明材料办理登记。

《通知》还明确规定，不得为“小产权房”
办理不动产登记。

划拨土地上的房改房、 经适
房、集资房，在补缴土地出让价款
后可办理不动产登记

在实际中有群众反映， 长沙市由于历史
原因， 该市的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上建起了
多种产权性质房屋，如房改房、集资房、经济
适用住房等，并进入二手房市场流通。这类房
屋究竟能否办理不动产登记？

《通知》规定，对于符合上市交易条件，且
土地性质为划拨用地的房改房、 经济适用住
房、集资房等不动产，可以在补缴土地出让价
款后，按出让土地性质办理不动产登记。这类
土地使用权的处置方式和土地出让价款缴纳
标准， 由当地政府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作出具
体规定。

划拨土地上的房改房、 经济适用住房、
集资房与其他办公用房、 工业用房共有宗
地， 需办理宗地分宗和土地分户登记的，宗
地权利人或宗地使用管理单位应积极配合，
做好宗地分割和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移

登记工作。
《通知》明确，划拨土地上的房改房、经济适

用住房、集资房等不动产可以依照《物权法》等
规定直接办理抵押登记，但抵押权实现时，须按
照《担保法》“拍卖划拨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所得
的价款，在依法缴纳相当于应缴纳的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的款额后，抵押权人有优先受偿权”规
定执行。

已抵押国有建设用地上的不
动产登记，可申请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

《通知》规定，对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已
抵押的， 同一权利人可以申请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抵押权登记。 对已办理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登记或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及在建建筑物抵押登记的商品房，
在申请办理预购商品房预告登记或商品房转
移登记时， 需先解除该房屋对应的在建建筑
物及其所占用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抵押。

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当事人购买已抵押国
有建设用地上的房屋并取得房屋所有权证，现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时土地仍处于抵押状态
的，国土资源部门应依法办理，并在不动产登
记簿和不动产权属证书上注明土地抵押状况。

《通知》指出，对历史形成的违反《物权法》
《担保法》 等法律法规以土地等不动产设立抵
押融资的，有关市州、县市区政府要成立专门
工作班子，采取清偿、置换、完善手续等方式妥
善处理，国土资源部门依据当地政府处置意见
依法办理不动产变更、注销等登记。

我省出台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规
提高登记质量和效率；“小产权房”不予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