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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张湘华 易和平 ）7月19日下午，
2017湖南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基地新闻发布会暨湘阴（高新
区）招商推介会在长沙举行，现场签约24
个项目，合同引资75亿元。至此，该县今年
以来共引进项目50个，引资110.55亿元。

湘阴处于长株潭半小时经济圈。今年
来，该县立足资源、交通、区位等优势，高
举“工业强县”大旗，牢固树立“项目决定
发展、招商决定未来”理念，加大招商引资

力度。该县修订完善了招商引资奖励和考
核办法，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科学合理
的工作机制；建立招商引资工作调度推进
会议制度，县委书记汪灿、县长李镇江定
期研究解决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

围绕绿色装备制造、 绿色建筑建材、
绿色食品、电子信息、新材料和全域旅游
等重点产业，该县包装了50个重点招商项
目，定向推介，精准招商。 该县坚持“走出
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全方位推介湘阴，

今年引进亿元以上项目8个，其中，洋沙湖
长郡高中投资逾5亿元， 可孚智慧医疗装
备项目总投资10亿元。

湘阴瞄准打造“千亿园区、百亿产业、
十亿企业”的目标，对签约引进的重大项
目，实行县级领导挂帅、职能部门负责、招
商干部包抓机制， 严格落实首问负责、全
程帮办、专人承办、限时办结和责任追究
等制度，集中力量破解项目用地、资金、审
批等难题，并采取“月督查、季通报”等措
施， 将招商引资与干部绩效考核挂钩，确

保签约项目尽早落地、尽快建成。目前，国
网电力、 丰硕科技等项目新开工建设，百
尔泰克等10多个项目加速推进，蓝天豚硅
藻泥、苏德新材料、合力置业等项目竣工
投产，全县发展规模工业企业达13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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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刘思远 文丽贵） 一辆车子缓缓
驶进来、 七八位老人坐在大樟树下乘
凉……在电脑显示屏上， 有10多个可切
换的小显示屏， 通过居委会监控平台，
当地主要路口、 治安复杂路段情况尽收
眼底。 这是记者近日在衡阳市南岳区祝
融街道岳庙社区北支街居委会监控平台
上看到的一幕。

近年来， 南岳区结合“智慧南岳”
“智慧景区” 建设， 高标准推进“雪亮工

程” 建设， 实现了实时监控城景区全覆
盖、 “步行3分钟见监控”。 南岳区委政
法委负责人介绍， “雪亮工程” 通过采
取“政府帮扶、 社会募集、 个人自筹”
等形式， 在全区87个机关企事业单位、
610个临街商铺门面、 36个社区小区架
设电子监控摄像头700余个。 这些架在
空中的“天眼”， 为老百姓编织了一张安
全网。

前不久， 65岁的欧先生与家人从永
州来南岳观光祈福。 在南岳大庙门口，

欧先生与家人不慎走散。 欧先生家人在
南岳城区分头寻找近2小时， 没有找到欧
先生。 下午4时许， 家人拨打110求助。
南岳区综治信息化综合平台迅速调取各
路段监控， 1小时后终于从数万人群中找
到了欧先生。

高清探头不光覆盖繁华商业区等重
点区域， 也延伸到了乡村。 去年， 结合
“雪亮工程” 建设， 南岳区推进乡村视频
监控系统建设， 不仅实现了区、 乡镇、
社区 （村） 三级主要路口及重要场所高

清视频监控全覆盖， 还建立了区、 乡镇、
小区 （村） 三级网格信息平台， 对小区
（村） 内人、 地、 事、 物、 情、 组织等基
础信息进行采集和录入， 提升社会治理
信息化、 智能化水平。

“我家就住在村道边， 以前晚上一
有点动静儿就担心有小偷。” 南岳镇红星
村旷大娘指着村里路灯杆上安装的监控
探头表示， 如今有了它们24小时“不眨
眼” 守护， 心里踏实多了。

桂阳大力推广南方苹果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颜石敦 胡蓉）今天，记者在桂

阳县白水瑶族自治乡丰城村南方苹果园看到， 前来观
光、采摘苹果的游客络绎不绝。 来自永兴的邝梅芳，花了
480元买了60公斤南方苹果，准备送给亲戚朋友尝尝鲜。

据介绍，南方苹果是桂阳县方元镇农民袁光明用北
方的苹果苗与当地的野海棠进行嫁接培育出来的新品
种，其“可适于湘南及以南地区的苹果树苗配制方法”获
国家发明专利，填补了南方无法种植优质苹果的技术空
白。 南方苹果种植2年就可挂果，每年6、7月份成熟，市场
前景广阔。

2014年来，桂阳县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因地制宜
在方元镇、和平镇、白水乡等地，大力建设南方苹果优质
苗木基地及种植示范基地。 县里对建成的南方苹果优质
苗木基地每亩奖励6000元， 连片种植示范基地达到10
亩以上的每亩奖励300元， 并免费提供肥料及栽培、修
剪、防治病虫害等技术。目前，该县已建成50亩南方苹果
优质苗木基地1个，种植南方苹果200余亩，平均每亩年
产值达5000元以上，带动30余户农户增收。

蒸湘区：专项整治基层腐败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徐德荣 唐曦
龙盘 ） 今日下午， 衡阳市蒸湘区召开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阶段性成果通报会， 并现场清退7起典
型案件侵占款项共计43万元。 去年4月
以来， 蒸湘区委、 区政府下发 《“雁过
拔毛” 式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区纪检监察部门精准发力， 全面向“雁
过拔毛” 式腐败宣战。 目前， 已查处

“雁过拔毛” 式腐败问题17起， 给予党
政纪处分17人， 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10人。

邵阳：非遗项目展演到乡镇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刘飞 陈贻贵 周玉意） “如果
不是这次展演活动， 我还不知道家乡有
这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呢！” 7月18日，
邵阳县五峰铺镇居民蒋娜在非遗项目展
演现场参观后说。 当天， 邵阳县非遗展
演在该县下花桥镇举行， 展出五峰铺扎
故事、 白仓高跷、 邵阳蓝印花布印染技
艺、 邵阳布袋戏、 棕编等非遗项目10余
个， 吸引大批观众观看。 邵阳县民俗文
化丰富。 近年来， 该县加大文化遗产保
护力度， 已成功申报国家级文化遗产项
目2个、 省级3个。

韶山：全日自助图书馆开馆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李兵 朱艳红） 在韶山市图书馆
旁， 有一间约29平方米的玻璃房子， 内
有桌椅， 配上数盏节能灯和空调， 整齐
地摆放着一些书， 供人自助借阅。 这是
韶山市首家24小时自助图书馆。 作为韶
山为读者提供全天候兼具自助借还功能
的新型图书馆， 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
设备， 实现24小时不闭馆， 办证、 借
书、 还书、 查询、 预约、 补证等服务全
自助。 目前， 自助图书馆内藏书3000
册。

常德：评选10大农产品品牌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陈志兵） 今日， 常德市举行新
闻发布会， 启动该市首次10大农产品品
牌评选推介活动。 活动经初选、 公众投
票、 专家评选3个环节， 将于今年9月评
选出粮油、 畜牧水产、 果蔬、 茶叶等4
类农产品10大品牌。 评选结果出来后，
还将举办常德米食节， 兴建茶叶城、 柑
橘一条街、 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 加大
宣传推介力度。 通过出台扶持政策， 进
一步扩大“德字号” 农产品的品牌知名
度， 增加品牌产品销售收入。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曹雪黎

7月17日， 残疾贫困户张光友乐坏
了。 他积压的37床竹垫，买主上门，全部
脱手，11800元货款进腰包。

“去年编织的竹器货， 除两个背篓
外，竹垫一床没卖掉。 ”张光友说，现在卖
贷难问题解决了，得感谢精准扶贫，感谢
沅陵新闻网的记者。

今年64岁的张光友是沅陵县凉水井
镇克铺村人，9岁时患小儿麻痹症导致下
肢瘫痪， 行走不便， 靠竹编手艺养家糊
口。 15年前，他的智障老婆过世。 4年前，
收养的女儿也成了家。 从此， 厨房即睡

房，碗一个、床一张，继续过日子。
人生路上，张光友不缺关爱。 早前，

女儿读书，乡村学校全免费。 这些年，村
里评低保户，优先满足他。

去年，张光友被定为贫困户，县财政
局结对帮扶干部上门看望3次，送去1400
元扶贫款，把他的木房加盖了新瓦。

今年5月，镇里联村干部上门复核贫
困户，看到实情，报请局领导和村支两委
公开评审，将他再次纳入返贫帮扶名单。
平时担水搬柴，村里邻居帮忙，就连吃菜
也是百家菜。

张光友是有情人，常怀感恩心。 上级
有救济，或者评低保户、贫困户，他从不
跟干部争闹。 哪位乡亲有病痛，他把手艺

之余学的一点医术派上用场，全心医治，
分文不取。

身残志坚，不等不靠不要，张光友赢
得了尊重。 他编织的竹垫滞销， 非常着
急。 上个月，沅陵县新闻网记者得知，决
定和县、村干部一起牵线搭桥当“媒人”，
很快有了好消息。 本县二酉乡血水潭村
驻村扶贫工作队和村两干部承诺， 愿意
购买张光友的竹垫， 用于村里发展养稻
花鱼。

装运竹垫这天， 克铺村很多人自发
来帮忙，把垫子从半坡上扛下山装车。 同
去的一家茶叶公司老板当场跟张光友签
了长年包销竹器的协议。

一个残疾户，众人帮脱贫，这让张光
友非常感动， 他发自内心地说：“我有一
双手， 不愿当贫困户， 我也要帮助其他
人。 ”

围绕重点产业 引进重大项目

湘阴半年引资逾百亿

监控摄像头24小时“不眨眼”守护

南岳编织百姓安全网

�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李耀湘）高亢嘹
亮的唢呐演奏，诙谐搞笑的小品表演，别具韵味的地方
小戏……日前，随着2017年“欢乐潇湘·莲乡大舞台”湘
潭县群众文艺汇演县直机关（企业）专场的落幕，该系列
活动圆满收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活动中的部分节目将日常生活
中发生的好人好事进行改编后搬上了舞台， 发人深省。
今年1月15日下午， 湘潭市东方红地下商场一名男子突
然晕倒在地，正在快餐店就餐的湘潭县人民医院儿科护
士盛艳冲向倒地男子， 跪在地上对病人实施心肺复苏，
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 在最近举行的“欢乐潇湘”湘潭县
卫计系统专场，盛艳的事迹被改编成情景剧《温暖》搬上
舞台。

今年，湘潭县又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农村环境卫
生整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精准扶贫等内容搬上了“欢
乐潇湘”大舞台，让大舞台变成了大课堂。

欢乐潇湘乐翻“莲乡”人

�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记者 肖军）今天上午，怀化市
召开防汛抗洪救灾会议，会上，表彰了一批先进集体和
先进个人，本报怀化分社被授予怀化市抗洪救灾先进集
体荣誉称号。 怀化分社记者黄巍、新湖南怀化频道记者
李夏涛被授予怀化市抗洪救灾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今年入汛以来，怀化市经历5次强降雨过程，遭遇严
重的洪涝灾害， 尤其是6月底至7月初的暴雨洪灾中，该
市大部分县、市、区遭遇罕见流域性洪水。 在这轮抗洪救
灾的战斗中， 本报怀化分社的记者以不怕牺牲的精神，
第一时间深入最危急的地方采写新闻，实行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联动，在《湖南日报》上发稿30余篇。 同时，在新湖
南及新湖南怀化频道发稿200余篇， 并对重点区域的抗
洪救灾进行了直播，在新湖南怀化频道开辟了“怀化抗
洪救灾群英谱”，及时报道了一批群体和个人典型。

怀化表彰抗洪救灾先进
本报怀化分社榜上有名

� �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 (记者 戴勤 肖祖华 通讯员
隆清泉 金叶琳）7月19日， 新邵县组织人员在县城资江
河段举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 此次活动共投放草
鱼、鲤鱼、鲫鱼、鲢鱼等鱼苗400万尾。

活动现场， 来自该县各部门和企业的100多名青年
志愿者和各界群众，提着桶子，端着水盆，将一尾尾鱼苗
投放到资江河中。

近年来， 新邵县把渔业资源管理作为重点工作来
抓，每年都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活动，强化渔业资源
修复和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全县渔业资源呈现良好的发
展态势，渔业经济得到了健康快速发展。

2017年，该县在资江河新邵段酿溪镇肖家湾码头安
装了10个单元共300平方米的人工鱼巢，并印发《禁渔传
单》2万份，出动宣传车2台，在15个乡镇进行巡回宣传。
同时，该县铁腕打击非法捕鱼活动。 今年开展资江河清
江行动6次，其他水域10次；共查处非法电鱼26起，查扣
非法电鱼船6艘、背包式电鱼机40台，刑事拘留4人。

新邵投放鱼苗400万尾

新闻集装

竹器愁滞销， 众人帮扶忙

� � � � 7月19日，慈利县通津浦镇竹叶坪村，养殖户在给租赁的10头母牛喂草。近年，该县采取产业规划、政策扶持、大户引领等措施，
通过公司+农户的形式，帮助2250名贫困农民发展生态黄牛养殖增收，养殖户每年人均增收达1900余元。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黎小湘 摄影报道

生态养牛助力精准扶贫

� � � �湖南日报7月20日讯（陶芳芳 周密）
今天上午，长沙市天心区举行观看《将改
革进行到底》 专题片座谈会暨全面深化
改革半年度工作推进会。 天心区委负责
人表示， 要深入改革， 就要深入了解群
众的所求所需， 在“以民为本” 的基础
上， 全力推进今年制定的十大重点改革
事项。

这10大改革事项具体为： 创新服务
企业长效工作机制、 探索成立区社会建

设工作委员会、 深化农村“三资” 管理
体制改革、 推进“两区两园” 管理机构
整合升格、 探索建立南部新城发展建设
机制、 深化城区街道行政管理体制改
革、 加快智慧政务建设、 探索全国文化
金融示范区建设、 探索推进多途径养老
模式、 运用大数据防控风险多元化解社
会矛盾。 会上， 天心区发改委、 区委办
等各个改革战线的相关负责人谈进度、
定目标， 纷纷表示将通过抓好 《将改革

进行到底》 专题片的学习、 贯彻， 部
署、 提升区重点改革工作。

此外，为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
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在“加快智慧政
务建设”改革事项中，天心区明确今年行
政审批整体提速30%以上； 全区行政许
可事项必须 100%网上办理， 并确保
100%全过程电子监察、预警催办。 同时，
区编委办积极推进简政放权， 全力做好
市级下放到天心区的58项权限的承接工
作，同时梳理区本级的20多项权限，一并
下放到园区， 力争让企业审批在园区内
实现一站式告捷，实现园内事园内办。

天心区推进十大重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