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姚学文 ）11月25日， 省现代服务
（旅游）大类2018届普通高校毕业
生供需见面会， 在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记者了解到，
现代服务（旅游）类专业毕业生呈
供不应求状态。这次见面会上，国
内外知名旅游企业等160多家单

位共提供岗位4000多个， 而长沙
商贸旅游职院相关专业应届毕业
生仅2400余人。

长沙商贸旅游职院有关负
责人分析， 一方面近年来国内
经济呈现上升势头， 特别是全
域旅游业发展， 对旅游类专业
人才需求大。另一方面，由于旅
游、餐饮等行业转型升级需要，
对人才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新的
要求。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员 雷金晶）11月25日，
湖南省2018届高校毕业生供需洽
谈会暨湖南大学2018届毕业生供
需洽谈会在湖南大学南校区体育
馆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
包括世界及中国五百强企业、科
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在内的252家
用人单位来湖南大学纳贤选才。

据统计，湖南大学2018届共有
毕业生9347人， 其中本科毕业生
5094人，毕业研究生4253人。自今
年9月至11月24日， 该校已举行中
型招聘会19场、 专场招聘会1007
场，接待用人单位1640余家。与去
年同期相比，来校招聘的单位数、招
聘会场次以及提供的岗位数均有
增加；信息传输、软件、制造业、建筑

业、金融业、教育、电力、房地产等行
业的单位来校招聘数量多、需求量
大、专业覆盖面也更广；另一个特点
是优质招聘单位尤其是“互联网+”
类新兴产业的企业进校招聘的时
间更早、更集中，对应届毕业生的需
求量较往年有较大增幅。

洽谈会当天， 招聘会现场设
置了“简历门诊”服务台，由湖南
大学就业指导专职老师现场就完
善求职简历、 提高应聘技巧等为
毕业生们提供专业化指导， 及时
帮助毕业生转变求职观念、 把握
就业机会、 实现求职目标。 本次
供需洽谈会由湖南省教育厅与湖
南大学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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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徐
亚平 通讯员 潘岳清 龚远来） 近日，
华容县万庾镇双杨村村民王文菊到新
建的村民服务中心办理准生证。 在一
字排开的便民服务前台，填表申报、信
息核对、资料上传、审批办结，仅20分
钟就一气呵成。 她由衷感叹：“没想到
现在办事这么方便！”

7个月时间，岳阳市建成1806个
村（居）民服务中心，其中641个新建
拔地而起，1165个改扩建焕然一新。

展现在群众眼前的，是一栋栋精美漂
亮、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的服务用房。

行政村合并后，党员、群众人数
大幅增加，服务范围扩大，原有村居
活动场所明显不能满足需要。今年4
月，岳阳市委果断决策，把村（居）民
服务中心建设作为抓基层、 打基础、
惠民生的“一号工程”，市委书记、市
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忠雄任领导小组
组长。通过县级贷款融资，整合民政、
商务、卫计、供销、文化等涉农项目资

金，筹资12.76亿元，采取少量新建、
大部分改扩建形式，精心打造村（居）
民综合服务平台。市委组织部做好顶
层设计，建立硬件设施、规章制度、便
民服务3个体系，实行建筑风格、功能
布局、标识标牌三个统一，选配便民
服务员、业务指导员、全程代办员3支
队伍。在服务中心规范设置党建工作
室、党群活动室、民情工作室、卫生保
健室、便民服务大厅等，使之成为党
员、群众的活动中心。

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岳阳市
推动部门审批权限有序下放，与基层
群众实际需求精准对接。梳理便民服
务事项122项，对38项村、社区党组
织代办、协办、即办事项，明晰服务指
南和办理流程， 实行一站式办理。开
发“岳农”移动互联网服务平台，构建
起线上线下结合的综合服务体系，把
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指尖上”。岳
阳市各村（居）民服务中心建成以来，
总计办理惠民服务事项11万多件。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记者 肖
军 雷鸿涛 通讯员 石向求）“我卖一
只鸡，可赚6元钱。今年已卖6000只
鸡，纯收入3.6万元。”近日，在怀化市
洪江区桂花园乡渔粱村，去年脱贫户
饶洪军跟驻村扶贫工作队算了一笔
账。扶贫队负责人告诉记者，与脱贫
户逐一算收入账，就是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让贫困户脱真贫、真脱贫。

今年2月， 洪江区实现整体脱贫
摘帽。“脱贫摘帽并不代表脱贫工作

结束了。” 洪江区工委书记罗国宇介
绍， 该区按照脱贫不脱政策的要求，
做到扶持政策不减、 资金投入不减、
帮扶力度不减、 驻村扶贫工作队不
撤，全面巩固脱贫攻坚成效，筑牢防
止返贫的堤坝，攒足劲头奔小康。

洪江区抓住产业“造血”帮扶脱
贫群众实现长期稳定增收这个关键，
重点围绕乌骨鸡、南竹、黑猪、无公害
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 依托嵩云禽
业、恒裕竹业、邹菜腊味、慧沃科技4

大新型农业经济组织，与脱贫户建立
密切的利益联结机制。全区接受产业
帮扶的脱贫人口有3619人， 今年人
均可增收近2000元。

洪江区还通过开展“回头看”活
动，聚焦问题，补齐短板，组织扶贫
后盾单位和驻村扶贫工作队逐户甄
别提高贫困识别精度， 按程序实行
全程阳光化运作。 桂花园乡滩头村
75岁的村民舒远照本来不是贫困
户，但今年因病致贫。洪江区卫计局

驻滩头村扶贫队核实情况后， 把他
纳入了贫困户范围， 对他的房屋进
行危房改造，并通过“新农合、大病
保险、民政救助、财政兜底”医疗救
助4道防线，让老人以后住院基本上
不要自己花钱了。

对无法通过产业扶持和就业帮
扶实现脱贫的低保贫困对象，洪江区
坚持实施“低保兜底”，按照“两线合
一”要求，以每人每月260元的低保
标准，发放脱贫兜底保障资金。

岳阳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建成1806个村（居）民服务中心，已办理惠民服务事项11万多件

洪江区筑牢防止返贫堤坝
扶持政策不减、资金投入不减、帮扶力度不减、驻村扶贫工作队不撤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周磊 张礼俊）“打竹
板，响连天，父老乡亲听我言，党的
十九大精神放光芒， 全国人民笑开
颜……”11月23日， 溆浦县水东镇
集镇上热闹非凡， 县宣传贯彻十九
大精神文艺小分队在这里演出精心
编排的三棒鼓等文艺节目10余个，
吸引近1000名群众观看。

“虽然我文化不高，但通过观看
文艺演出， 也晓得了党的十九大精
神。”特地赶来观看演出的水东镇银
湖村村民肖逢业说。

“溆浦的三棒鼓曲艺是一种集

歌唱、伴奏、表演于一身的走唱类民
间说唱艺术，在当地很受欢迎。”负责
文艺节目编排的县文化馆馆长刘菲
菲说，以老百姓喜欢的形式来宣传十
九大精神，村民更容易接受和理解。

溆浦县发动全县文艺爱好者参
与创作。 县史志办干部张松创作了
《前进我的国》《金山银山》 等歌曲，
讴歌党的十九大，赢得好评。

“让十九大精神走进大街小巷。”
溆浦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长杨必
军介绍， 该县计划用半个月时间，在
全县25个乡镇进行巡回演出，把十九
大精神与文化大餐送到百姓家门口。

让十九大精神
走进大街小巷

溆浦创作文艺节目到乡镇巡演

兴起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热潮

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谭迪熬 鲁鹏 记者 胡宇芬）今天从
省发明协会获悉， 刚刚在广东佛山
闭幕的第22届全国发明展览会上，
湖南团共获13金21银29铜，创我省
在全国发明展的最好成绩。同时，我
省蔡韧、朱宝怡、游景博同学还获得
了由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设
立的“中国宝武青少年发明奖”,省
发明协会荣获“优秀展团奖”。

获得金奖的项目中， 奇思妙想
令人叫好。养殖池塘中，由于进水不
慎或者鱼类自身繁殖， 常常会产生
一定数量的野杂鱼， 与主养品种争
夺资源，影响养殖产量及经济效益。
通常的除杂方法具有局限性， 操作

也比较麻烦。 南县一中王慧娴同学
发明的多功能鱼塘除杂器， 通过视
频监控，利用灯光、超声波、声音吸
引野杂鱼，具有重复、高效捕捉的功
能。烟花内筒装药是一项繁杂又危险
的工作， 是烟花制造业界的一大瓶
颈。浏阳市荷花精工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毛成兵发明的“QNT-420组合烟
花内筒装药线”， 操作人员不直接接
触亮珠和响药，装药工序实现全自动
化机械操作。常德芷兰实验学校高森
俊毅同学利用生物技术、自动化控制
理论设计的一款厨余垃圾就地处理
的装置， 通过EM菌对厨余垃圾分
解，使其成为固体有机肥料和液体有
机肥料，可用来浇花种草。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陶芳芳
王若飞 徐拓） 今天下午，“融城核
心·璀璨天心”长沙天心（深圳）现代
服务业招商推介会在深圳市举行。
会上， 天心区一举签下9大现代服
务业项目，共揽资近200亿元。

近年来，天心区大力实施“北提
南进、服务引领、民生造福”战略，坚
持把现代服务业作为全区发展的主
导产业来推进发展，先后出台了《天
心区2017年加速推进现代服务业
发展工作要点》《长沙市天心区金融
产业发展规划 (2016-2025)》《长沙
市天心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奖励办
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助力现代服
务业大发展。

同时， 该区近几年强化招商引
资，呈现现代服务业蓬勃发展态势，
已成功引进平安金融中心等大批现

代服务业重大项目。
目前， 天心区长沙外滩板块聚

集了华融湘江银行、 国家开发银行
湖南省分行等各类金融机构数百
家；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解放西路
酒吧街等商业街区繁荣发展； 位于
省府新区板块的长株潭商圈年营业
额突破百亿元； 落户暮云片区板块
的湖南首家地理信息产业园现有
20余家知名地理信息企业入驻，助
力园区冲刺千亿级。 该区已实现
“商贸物流、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地
理信息、健康医疗、旅游休闲”等六
大产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今年前三季度， 该区实现服务
业增加值424.29亿元， 同比增长
12.3%，占GDP比重为69.1%。服务
业增加值增速排名长沙市城区内5
区第一。

国际生全程汉语
介绍本国文化
湖南师大举行第九

届“世界文化周”活动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田天 李

瀚）11月24日，湖南师范大学举行第九届“世
界文化周”文化综合展示活动，来自俄罗斯、
泰国、巴基斯坦、老挝、韩国、日本等40多个
国家的国际生及中国师生代表参与了此次
活动，共同感受中外多元文化的魅力。

参加文化综合展示活动的国际学生们
用展板展示了本国的异域风情，用展台展
出了本国的特色工艺品，并为大家提供了
他们亲手做的特色小吃，国际学生们全程
用汉语逐一进行介绍，引领着大家走进了
一个“小小世博园”。国际学生代表登上舞
台，为在场观众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参加
活动的观众们欣赏着精彩的文艺节目，品
尝着异国的美食，享受着文化交流的盛宴。
活动结束后，现场师生评选出了文化综合
展示奖、网上最受欢迎奖等多个奖项。

一年一度的湖南师大“世界文化周”已
成为湖南省国际学生的品牌文化活动，它不
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充分展示了湖南
师大的汉语教学成果，同时也锻炼了国际学
生的汉语表达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互联网+”类
新兴产业人才需求量大

湖南省2018届高校毕业生供需洽谈会举行

现代服务（旅游）类
专业毕业生抢手

160多家单位来长沙提供岗位4000多个

天心区现代服务业
洼地效应凸显

在深圳举行的现代服务业招商推介会上
签约近200亿元

鱼塘生态除杂 烟花自动装药
第22届全国发明展览会湖南获13金21银29铜

千姿百态
紫霞湖
11月26日，航拍

花垣县紫霞湖湿地
公园。入冬后，该湖
水位下降，众多半岛
渐露头角， 千姿百
态。

龙恩泽 摄

湖南日报11月26日讯（通讯员
孙应德 记者 李治）第四届全国基层
党建创新最佳案例23日揭晓。 经过
网上公示、初评、复评和终评等环节，
长沙县《“口袋里”党建小阵地，“零距
离”党建大服务》脱颖而出，被评为全
国30个基层党建创新最佳案例之
一。 该活动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人
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组织
人事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

口袋里的小小手机用途大，联
系服务群众“零距离”。长沙县近年来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各级党
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
走群众路线”的指示精神，把服务业
的O2O商业模式引入党建服务，以人

民群众喜闻乐见、日常使用的微信为
平台，实行群众“线上”点菜下单，党
员干部“线下”接单服务。该县先后组
建县、镇、村、组四级2768个党建O2O
微信服务群，19个县、镇集群微信公
众号，197个民生代办员和2127个民
生快递员队伍， 依托216个服务中
心、站、点开展点对点的服务。

该县建立县级党建O2O服务总
站加强调度， 全面构建线上快速回
应、线下迅速办理、结果实时反馈、
考核监督问效的工作机制。 截至目
前， 长沙县党建O2O已覆盖党员群
众116802人，累计已受理群众诉求
36437项、办理办结35777项，群众
满意率达97.01%。

群众“线上”点单 干部“线下”服务
长沙县党建O2O获评第四届全国基层

党建创新最佳案例

� � � � 11月26日下午，湘
江长沙市蔡家洲段，一
艘货船正在接收通过砂
石翻坝工程输送过来的
砂石。 近日，长沙新港有
限责任公司运营的蔡家
洲砂石翻坝工程启动试
运营。 该工程通过2.5公
里长的圆管式皮带将砂
石输送至上游俯仰式皮
带装船， 船舶不过坝，运
输时间缩短了近一半，缓
解了湘江长沙综合枢纽
船只过闸的压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洪琳 摄影报道

砂石翻坝
效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