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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
岁末盘点， 湖南农业生产转方式硕果盈
枝：今年粮、油、园艺作物开展绿色高产高
效创建面积达到1200万亩，为农民增收逾
18亿元。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湖南农业
“要高产，但不唯高产论英雄”。 今年来，按照
省委、省政府部署，省农委以绿色发展和市
场为导向，深入开展粮、油、园艺作物绿色高
产高效创建，既要夺高产，又要见高效，还要
可持续。

创建一批绿色高产高效基地。 围绕

粮、油、柑橘、茶叶、水产品，在41个县开展
绿色高产高效模式创建。 衡阳县等22个主
产粮县示范“早加晚优”模式，打造加工型
早稻生产基地400万亩、 高档优质晚稻生
产基地530万亩， 农民种粮效益普遍提高
30%；南县示范“稻虾共生”模式，今年全县
稻虾生态种养面积突破30万亩，每亩小龙
虾为农民增收3000元以上；洪江市示范万
亩柑橘绿色高产高效模式，今年黔江冰糖
橙的产地批发价每公斤不低于12元，比往
年实现翻番。

推广一批绿色高产高效技术。水稻集成

推广“两优”技术，即优质品种加优质栽培，
主推玉针香、泰优390等高档优质稻品种；推
广农药、化肥“两减”绿色高效新技术。 柑橘
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节水灌溉、完熟栽培
等技术；茶叶推广水肥一体化生产，清洁化、
连续化、标准化加工技术。 这些新技术既节
本省工，又绿色环保，促进可持续发展。

叫响一批绿色农产品品牌。以绿色高产
高效创建为桥梁，各地组织加工企业与种植
大户、合作社对接，叫响绿海健康米、渔家姑
娘小龙虾、黔阳冰糖橙、古洞春野茶王等品
牌，彰显绿色品质，走向市场高端。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
者从近日召开的全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
任座谈会获悉，我省狠抓公共资源交易规范
发展，推进交易项目“应进必进”。 今年前11
个月，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类项目交易额
972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工程招投标
项目交易额530亿元，同比增长63%。

扎紧制度的笼子，我省今年密集出台了
一系列规章制度。 省政府办公厅11月印发
《关于进一步规范招投标领域相关工作的意
见》， 要求政府投资项目招标原则上不得实
行资格预审；原则上取消业主评委；禁止随
意变更设计和调整概算；统一全省招投标规
则等。 同时，《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整治公共资
源交易的若干规定》《湖南省省本级公共资
源交易保证金统一管理办法》等先后落地。

我省还充分运用大数据手段，防控公共

资源交易风险。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是我省
进行省级工程建设项目、政府采购、土地和
矿业权等招投标交易活动的有形市场，通过
实施“一网三平台”改造升级，做好市州交易
平台与省级平台的数据接口，我省上传国家
交易平台的数据量短短3个月内由全国第29
位上升至第7位。 水利、工业、医药采购、矿业
权交易等项目实现了全流程电子化交易，该
中心还运用大数据手段发现了多起围标串
标行为。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主任刘山介绍，今
年该中心联合行政监管部门曝光了两批违
法违规黑名单， 涉及65家企业和15个人，社
会影响较大，形成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震慑效果。 目前，《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失
信行为联合惩戒办法》已经出台，将着力构
建联合惩戒长效机制。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陈淦璋）省
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今天发布 《关
于年终关账的通知》 称： 根据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2018年放假时间安排， 并结合该中
心实际开展年终结账对账， 将于2018年1月
2日到5日关账4天， 停办住房公积金归集、
提取、 贷款、 资金划拨、 网上业务等各项
业务。

通知指出， 关账期间营业大厅停止对
外办理业务， 各承办银行和中心各部室不
得进入中心信息系统进行业务操作。 2018
年1月8日起恢复正常业务办理。

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负责全
省3000多家缴存单位、 41万多名职工的住
房公积金管理， 目前在长沙城区有识字岭、
河西、 友谊路3处营业网点。

王玖华 谢展翅

“扶贫精准，做事负责，村民满意。 ”12月
25日，居住在双峰县洪山殿镇桃林村的退休
老干部龙福春， 满口称赞着扶贫干部的好
处，“我要把他们的事迹写进村志， 以励后
人。 ”

小哲的“先心病”好了
小哲是一位活泼可爱的9岁男孩， 出生

于一个不幸的家庭：爸爸聋哑，妈妈弱智，还
有71岁年老体弱的爷爷和62岁的奶奶。更可
怜的是， 小哲从小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
去年，双峰县医保局驻村扶贫工作队摸底调
查，他家被列入建档立卡低保贫困户。 扶贫
干部与村干部一道来到湘雅医院，经协调争
取， 将小哲的先心病纳入国家免费治疗项
目。 村里用专车送他去医院做手术，前后20
多天，父子俩除了生活费外，其余的住院费、
手术费、医药费都由政府买单，总额达8万多
元。“要不是党和政府的好政策和扶贫工作

队的帮扶，小哲恐怕难以活命了。 ”71岁的爷
爷感动地说。

“祥和”家更“祥和”了
63岁的低保贫困户龙祥和，是全家唯一

的顶梁柱。 61岁的妻子患冠心病、糖尿病多
年，不能做事；大儿子先天性痴呆，小儿子智
力低下，全靠龙祥和种田打工和低保维持生
计。

去年3月， 县医保局扶贫干部入户调查
时，看到他家的困境，当即纳入帮扶对象。 一
个月后，帮助他申请了5万元扶贫贴息贷款，
从隆回县买回12头小黄牛。 又资助3500元，
拖来树脂瓦，盖上3间400平方米的牛棚。 他
大儿子也被送到洪山职工医院医治，享受低
保和医疗救助。 在工作队支持下，他家加入
了专业合作社，得到产业帮扶。“是呀！ 搭帮
这些好人哎！ ” 龙祥和说，“今年出售了2头
牛，获利16000元，现在还存栏12头牛。 村里
还发放了产业发展奖励资金5000元，日子越
来越好!”说到得意处，龙祥和哈哈大笑。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
讯员 叶飞艳） 为期4天的2017湖南技能大
赛·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西式烹
调和烘焙项目竞赛，12月24日在湖南省商业
技师学院开赛。 来自长沙、株洲、湘潭、郴州、
永州、张家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7个市
州的44名选手参加角逐，参赛选手均在20周
岁以下。

西式烹调和烘焙项目的比赛分理论知
识考试和操作技能竞赛两大类型。 操作技能
竞赛均按照世界技能大赛考核标准对选手
进行评比。

西式烹调项目需在规定时间内，制作海
鲜类西式开胃菜和童子鸡类西式主菜两道
作品。 主要考核参赛选手菜单制作、食品安

全、正确安全使用厨房设备、营养搭配、加工
处理食材、制作菜肴、厨房管理等综合烹饪
技能。 评委会品鉴后从菜品完成质量、口感
口味、创新特色及卫生状况等方面进行综合
考量。

烘焙项目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制作3
样作品，为法棍、甜面包和以“新时代工匠精
神”为主题的艺术面包。

选拔赛由省人社厅和省总工会主办，竞
赛优胜选手将进入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
国选拔赛湖南省集训队，经过省队集中集训
及梯次选拔后，将择优推荐参加2018年举行
的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并有望
代表中国参加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办的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湘盐“加”上了互联网
开出首个天猫旗舰店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通讯员 陈翔）湖
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首个天猫旗舰店———雪
天官方旗舰店今天正式开业， 这是湖南盐业
为扩宽线上销售渠道， 在全国性第三方平台
上开启的第一家湖南盐业品牌旗舰店。

湖南盐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旗舰店的
设立是公司应对盐业体制改革创新突破的
需要， 通过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运营
模式，以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据了解， 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全国
盐行业第一家产销一体、 跨省联合的现代股
份公司， 主营业务为盐及盐化工、 商贸流通
业，综合实力居全国同行业前列。 雪天食盐产
品开发推出了加碘绿色系列、功能盐系列、海
湖盐系列、调味盐系列等产品，日用盐产品包
括个人洗护类、洗涤去污类、健康护理类、商
业用盐类等。 开业当天，湖南盐业还举行了新
品发布会， 推出了雪天珍萃硒盐、 雪天富硒
盐、雪天未加碘古生代岩盐、雪天雪花盐等食
用盐产品。

“要高产，但不唯高产论英雄”

湖南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
今年粮、油、园艺作物绿色高产高效创建1200万亩，为农民增收逾18亿元

广泛运用大数据手段 构建联合惩戒机制

湖南严格规范公共资源交易

省直公积金年终关账
明年1月2日至5日停办业务，1月8日起恢复正常

湖南选拔西式烹调师

�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胡静） 在长沙市开福区陈家湖社
区，近日赶来签约的商户络绎不绝，关停10
年的伍家岭维多利购物中心通过政府收
购，即将“倒地”。

维多利购物中心建于1996年， 黄色的
外墙，在波隆立交桥旁格外打眼，曾经一度
是伍家岭商圈的地标性建筑。 由于各种原
因，2007年关停至今， 因整栋大楼无人管
理，矛盾重重。

开福区委区政府为了破解历史遗留问
题，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提升城市品质，尽
量减少广大商户损失， 由政府出面按照不
同的楼层， 按照每平方米9180元至28760
元不等的价格启动收购工作。

据了解，启动收购20多天以来，签约商
户超过70%。 按照时间排期大厦将会在春节
前拆除，以后该地块或作为市民公园，或作为
城市绿化地，正待进一步规划中。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我要把他们的事迹写进村志”

伍家岭商圈地标将“倒地”

备战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 � � �湖南日报12月26日讯（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张鸿海 鄢明民）贺龙元帅故乡桑植县即将
告别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 张桑高速公路公司
今日发布，张桑（张家界至桑植）高速预计31日
建成通车，届时张桑高速将与张花高速、长张
高速联网，桑植可全程高速直达长沙，车程从
目前的6小时左右缩至4小时左右。

张桑高速公路位于湘西北部，属于张家
界至南充国家高速公路中的一段，主线全长
46.95公里，连接线18.275公里。 线路起于桑
植县洪家关乡南岔附近，经桑植北、瑞塔铺、
桥头、教字垭、尹家溪，终于张家界市西的蒋
家庄， 接已通车的张家界至花垣高速公路，
设计速度100公里/小时。

在张桑高速公路桑植段，记者可见标识标
牌、防护栏等已经安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中
央隔离栅等设备的安装。

张桑高速公路公司经理杨献章介绍，张
桑高速全线共设置桥梁36座、隧道6座。 其中
3.2公里长的黄香湾隧道地处中低山侵蚀地
貌区，是目前湖南省在建高速公路最长的一
座隧道，也是张桑高速公路全线重点控制工
程。

张桑高速建成后，将改变桑植无高速的历
史， 桑植至张家界车程将由目前的约1个半小
时缩至半小时。 张家界也将形成中心城区到境
内各区县30分钟左右的旅游交通圈，加速湖南
与贵州、重庆、湖北三地的高速路网对接。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蒋百稳 邓立平

“河里锦鲤跳龙门，城中生意连乡村！ ”
12月25日上午，醴陵市石亭镇长岭村石背组
建档立卡贫困户胡河成绕承包了好多年的
大山塘打转，瞧着水里晃动的鱼群，心里高
兴不已。 这些鱼长到了八九斤一条，可赶在
农历春节前卖个好价钱。

在城里做鱼生意的陈老板也开着车来
看鱼，他对胡河成打趣地说：“‘河成’脱贫，
梦想成真。 ”

胡河成年逾五旬，家底子薄，是特困户，
也是无房户，一家四口寄住在大山深处的兄
长家十几年。 几年前，组里为接济胡河成一
家，将组里一口最大的山塘承包给他。 面对
十几亩水面， 胡河成苦于没钱买鱼苗投放，
一年到头养鱼收入不过3000多元。

2014年， 醴陵市脱贫攻坚战打响后，胡
河成家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两个孩子每个
学期各获得500元扶贫助学金。去年，胡河成
被列为易地搬迁对象，镇里还优先安排他到
市里举办的特色养殖培训班学习。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看到别的易地
搬迁户当了羊倌或牛倌，胡河成也决心用学到
手的技术搞好养鱼。在镇扶贫干部帮助下，当地
一位爱心企业家与胡河成结成帮扶对子，给他
8000元现金做养鱼本钱。镇里还特意为胡河成
把新房建在鱼塘附近，便于他精心打理鱼塘。

“去年是自产自销，小有收获。 今年申请
到一笔小额免息扶贫贷款养鱼，到春节前出
完鱼，能获纯利好几万元。 ”把陈老板请进面
积100多平方米的易地搬迁新房喝茶， 胡河
成指着屋里的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沙发等
新电器、新家具，开心地说：“全靠大家帮忙，
住了新房，脱贫也不愁了。 ”

大家帮忙，脱贫不愁

4小时，桑植全程高速直达长沙

� � � � 12月26日， 张（张家界） 桑 （桑植） 高速公路建设已基本完工， 预计于本月31日正式
通车。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自动化制造
效益高
12月22日， 猎豹汽

车长沙公司总装车间， 4
台工业机器人同时装配汽
车。 猎豹汽车长沙公司融
入科技化、 自动化和智能
化的生产理念， 大量采用
国际先进自动化制造装备
及在线检测设备， 成为湖
南汽车产业的主力军。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张桑高速预计31日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