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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黄晓晖

青年愿创业，社会才生机盎然；青年争
创新，国家才朝气蓬勃。为了让每一个有创
业愿望的湖湘青年获得自主发展、 创新创
业的空间，拥有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团省
委连续四年举办“创青春”湖南省青年创新
创业大赛， 着力建设和完善青年创新创业
服务体系， 为创业青年搭起人生出彩的舞
台。

2327个项目吸引50万青年参与
湖南惠农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农村电

子商务和农业信息化服务的企业。 公司
2013� 年成立，通过区域“培训中心+产业
带+农产品采购节+溯源平台” 的落地方
式，促进互联网与农业融合发展。今年10
月，在团中央等单位举办的第四届“创青
春”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中，惠农科技在
互联网组比赛中荣获金奖。

目前，公司旗下的惠农网App平台，网
罗水果、蔬菜、畜牧水产、农副加工、粮油米
面、苗木花草、农资农机、中药材、包装、仓
储十大类目，涵盖超过 1.4�万个常见农产
品品种。“截至 2017�年二季度，惠农网手
机APP已深入全国 31个省市区， 覆盖
2000个县市，注册用户超过 240�万，成为
农业从业者和采购商的必备工具之一。”惠
农科技联合创始人姜仕介绍说。

在湖南，像惠农科技这样的青年项目
还有很多。今年“创青春”中国青年创新创
业大赛，湖南摘得2金1银8铜，稳居第一方
阵。

成绩源于改革，源于创新。“今年团省
委创新省级赛制，开展了商工组、现代农业
和农村电子商务组、互联网组、文化创业组
四组赛事，形成了层层选拔、省市互动、广

泛参与的创新创业竞赛体系。”团省委副书
记钟娜介绍，在省级层面，今年大赛历时5
个月， 吸引2327个青年创业项目参加，覆
盖了50万青年人群。

做青年“不占股份的合伙人”
举办大赛不是目的， 目的是帮助青年

解决创新创业中的实际问题、具体困难。调
查显示，资金不足、缺乏经验和扶持政策落
地难， 是困扰广大青年创新创业的普遍性
难题。在钟娜看来，举办大赛就是帮助广大
青年赶走这些“拦路虎”。

“获奖项目可获得奖金及物质奖励，大
赛组委会还为符合条件的项目提供融资担
保支持，支持他们入驻创业园区，推荐高科
技项目参加扶持资金申请， 优先享受众创
空间优质办公资源。”钟娜介绍说。

“80后”创业女青年彭银浪，用四年时
间完成了自己创业路上的“华丽转身”：四
年前，为了孩子的健康，她还在想尽办法研
发净水设备;而现在，她创立的长沙康祺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成为湖南“青年创新创业
板”的首批挂牌企业，不久前还被美国商务
部邀请参加了“选择美国”投资峰会。

为了帮助具有成长性的项目走出融资
难困境，今年6月8日，经省政府批准，区域
性股权市场特色板块———湖南省“青年创
新创业板”在长沙启动，首批30家青年企
业挂牌上板，涉及“互联网+”、高科技等多
个领域。

“在‘青创板’挂牌后，平台引荐了不少
投资机构给我们， 有的还进行了深入融资
洽谈，对于青年创业，特别是初次创业，这
个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渠道， 给融资带来更
多机会，成为了我们这些创业青年‘不占股
份的合伙人’。”彭银浪说。

湖南“青创板”为青年创业企业提供综
合金融服务， 包括提供各类展示、 宣传平

台；组织培训、咨询、路演活动；提供股权报
价转让服务、设计股权类融资产品等。还将
辅导挂牌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 登陆到股
改板、 新三板等更高层次的资本板块。目
前，第二批企业挂牌正在申报，部分企业已
获得融资或已有意向投资。

打通服务青年创新创业的
最后一公里

大赛结束了， 对青年创业的支持并没
有结束。 把优秀的项目选出来是为了更精
准、更有力的扶持。今年大赛期间，团省委
就整合导师资源，开展“中国青年创新创业
人才训练营”、“湖南青年创新创业人才训
练营”和文创政策精读会，吸引1000余名
创业青年参与培训。

文化创业组赛事系“创青春”全国首创。
今年9月，湖南青年创业就业基金会与潇湘
电影集团合作，在红影文创园成立“湖南青
年文化创业基地”，从“筹钱、筹智、筹产品、
筹人”四个方面帮助青年创业，致力打造湖
南创业孵化的“阿里巴巴”，培育和孵化一批
具有湖湘特色的青年文创项目。

在湖南省创青春大赛文创组大赛中，
《我们家的故事》 以第一名的成绩荣获冠
军。项目以短视频为切入点，私人定制的家
庭纪录片、微电影、MV，同时开发IP化运
营的产品。进入红影文创园后，项目得到迅
速成长，团队目前已获得种子轮投资，正式
进入商业运营阶段。2020年， 项目计划落
地全国20个左右的一线城市，收入目标超
1000万元。

“我们正在整合省内创业园区资源，根
据青年创业就业需求，采取联合共建、建立
园中园、推荐项目入园等方式，争取政策支
持，建立更多青创孵化基地，以打通服务青
年创新创业的最后一公里， 建立湖湘青年
创新创业的高地。”钟娜说。

� � � �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卓韬 陈斯哲）“感谢党、感谢政府，帮我要回
了救济款……”11月29日， 永州市新田县金盆
镇陈维新村76岁村民谢兰翠领回7年前被村干
部克扣的10000块钱时，激动得老泪纵横。这是
新田县纪委召开“雁过拨毛”式腐败问题违纪款
物集中清退会上的一幕。

“一手抓群众身边的‘微腐败’，一手把拔了
的‘毛’还回去，增强群众的获得感。”永州市委
常委、市纪委书记杨永表示。据统计，今年以来，
永州市委开展4次脱贫攻坚工作专项督查，对

32名履行“两个责任”不力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追
责。今年前10月，永州市“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
专项整治共排查问题线索4411件， 受理举报
2303件， 立案691件， 已结案纪律处分415人、
组织处理1232人、 移送司法机关处理50人，共
收缴违纪资金2839.54万元。同时，将追缴清退
违纪资金工作，作为专项整治案件查处工作的
“后半篇”，做到该收必收、应退尽退。今年1至
10月，该市共召开扶贫领域违纪款清退现场会
26次， 应当退还群众的490.87万元已全部返还
到位。

搭起人生出彩的舞台
———团省委举办“创青春”大赛帮扶青年创新创业纪实

从严治党在路上

把拔了的“毛”还回去
永州清退给群众违纪资金490余万元

履职尽责不力者，追责
石鼓区165名党员干部被问责
� � �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石纪）“雁栖湖周边生活、 建筑垃圾乱堆乱放问
题突出，7家生猪养殖场和多家石料加工厂污染
严重……经研究，给予黄沙湾街道城乡管理办公
室主任、城管中队队长王某，畜牧防疫专干何某，
城乡管理办公室崔某等3人行政警告处分……”
近日， 衡阳市石鼓区通报一批干部履职不力典
型案件，给当地党员干部强有力的警醒。

今年来， 石鼓区针对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不
敢担当、不负责任、作风不实等问题，开展干部
履职尽责不力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对区委、
区政府决策部署无动于衷、置若罔闻，对群众的
合理诉求不理睬、不解决等问题。一方面，通过
明察暗访、问卷调查、电话调查等方式，深入查
找作风方面问题。另一方面，建立健全“四位一
体”信访举报平台，在村（社区）设立举报箱，公

布举报电话，及时受理问题线索。
该区纪委紧紧围绕区委、 区政府的决策部

署开展监督检查，在扶贫领域、环保领域、工程
建设领域、 换届风气监督等方面开展监督检查
28批次，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列出问题清单，
督促限时整改，对存在问题突出的，依纪依规严
肃处理，并点名道姓公开曝光。截至目前，石鼓
区问责履职不力的党员干部165人， 其中给予
党政纪处分67人，通报典型案例35起。

在警示的同时， 该区还注重发挥先进典型
激励引导作用，对在环境保护、信访维稳等工作
中履职尽责的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区委研究出台
《关于干事创业容错纠错减责免责实施办法》，切
实解决党员干部不能为、 不敢为的思想顾虑。通
过对正反两个方面典型的引导，进一步增强了干
部的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感，推动了履职尽责。

� � � � 湖南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夏文辉）今天上午，随着南华大学
法制微电影开机，该校第九届“法文化月”
系列活动正式启动，3000余名师生参加。

为进一步增强当代大学生法制观念，
从今天起至12月底，南华大学将在校内外

举办10场不同形式的普法系列活动。其
中，法律知识讲坛、法律微电影大赛等校
内活动主要针对大学生进行普法宣传教
育， 激发广大师生学习法律、 遵守法律、
尊重法律、自觉维护法律的热情；送法下
乡、 法律文化故事会等校外活动主要面

向社会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提高全民法
制意识。

据悉，“法文化月”系列活动是南华大
学传统特色活动， 该活动依托省社科普
及基地———南华大学地方法治与法文化
研究中心， 组建了一支大学生法律普及
先锋队， 在校园内外开展丰富多彩的普
法宣传教育，已成功举办8届，先后有近3
万名师生参与。

南华大学开展“法文化月”系列活动
12月3日， 长沙县

黄兴镇，武警长沙市支
队的新兵在野营拉练
中。连日来，武警湖南
总队新兵团开展冬季
野营拉练活动，培育新
兵战斗精神，强化新兵
综合素质，提高部队遂
行多样化任务能力。
邓慧 徐磊 摄影报道

武警新兵
野营拉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