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雷鸿涛
肖军 通讯员 杨捷灵 汤惠芳）2017年
12月25日，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在
文化广场举行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
精神文艺表演， 村民们自编自演节
目，反映村里的巨大变化，宣传十九
大描绘的美好蓝图。 驻大松坡村扶
贫工作队队长唐智能说， 自从村里
有了文化广场， 村民们走向了健康
文明主活。

2016年以来，中方县委、县政府
以改善“文化民生” 为根本， 筹资
3500余万元，启动全县130个行政村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全覆盖项
目，并明确了“七个一”建设标准，即
一个文化广场、一个文化舞台、一个
文化活动室、一个宣传栏、一套音响
乐器设备、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
健身器材。

“有了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农
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唱起来、 跳起
来、乐起来，活跃了村民文化生活，
促进了社会和谐。”中方县委书记姜
耀文说。该县盘活现有村部、村小、
礼堂、祠堂等场所资源，把村综合
文化服务中心建成丰富群众文化

生活、倡导乡风文明、传播党的方
针政策的窗口与阵地。目前，全县
130个村已全部基本建成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

随着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建立，
中方县鼓励乡、村两级围绕学习宣
传党的十九大精神以及传统节日
等，自行组织各具特色的宣传和欢
庆活动， 并加大对农村民间艺人、
文化骨干的挖掘和培养。 目前，该
县共扶持发展登记在册的民间剧
团108家，舞蹈队、腰鼓队870余支。
2017年立足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共开展各类文体活动1730余场
次。

“家门口有了综合文化服务中
心， 老百姓健身娱乐有了好去处。”
铜湾镇麻溪江村党支部书记周南金
说， 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丰富的文
化活动让邻里之间接触、 走动变得
频繁，交流、了解变得透彻，矛盾、纠
纷也少多了。据统计，中方县2017年
矛盾纠纷比上年下降15%左右，实现
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三连冠”，并
摘得全国社会综合治理最高奖“长
安杯”。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曾光明 刘国庆 付姣龙 ）

“真没想到，不到10分钟，就办好了
残疾证登记手续。”近日，祁东县河
洲镇祥和村残疾人雷炳刚来到村公
共综合服务平台， 递交办理残疾证
申报材料， 办事员热情帮他填好表
格、 复印资料， 很快办好了登记手
续。当天下午，办事员就把材料送到
县残联办证。

祁东是衡阳市唯一的省级贫困
县。合乡并村改革前，全县有910个

村（社区）。行政村数量多、规模小，
加上投入不足，村级党建、文化、卫
生等活动场所建设严重滞后， 群众
难以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为尽快
改变这种状况，近年来，该县下大
力气建设农村公共综合服务平台。
2016年6月，县里制订方案，统筹推
进全县农村综合服务平台建设，与
乡镇（街道）签订责任状，严格奖惩
措施。县里还成立协调小组，由县委
组织部牵头，县财政、城乡投、发改、
住建等部门协调配合，定期调度，稳

步推进。
按照“朴素实用、功能齐全”的

原则， 综合考虑服务半径和服务人
口等因素， 祁东县乡镇公共综合服
务平台建设面积控制在600至800平
方米，建制村（社区）控制在500平方
米左右。同时，因地制宜、一村一策，
将办公区、 公共活动区等进行适当
划分， 内设党员活动室、 便民服务
站、计生卫生室等场所，要求涵盖党
建、便民、生产等“五大”服务功能，
并做到标识、外墙装饰、服务窗口等

“六统一”， 为农村群众提供一站式
公共服务。

至2017年11月底， 祁东县已建
成农村公共综合服务平台71个，其
中贫困村实现全覆盖。 这些平台投
入使用后，方便了群众办事，有效解
决了群众看病、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等
方面问题。 其做法获省委组织部推
介。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表示，将进
一步采取措施，尽快完成全县农村公
共综合服务平台建设，让广大群众在
家门口享受更好的公共服务。

� � � � 新华社北京1月1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日同南非
总统祖马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中南建交2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20年前的今天， 中南两国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翻开了两国关系崭新的一页。20年来，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中南关系全面深入发展，实现了由伙伴关
系到战略伙伴关系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大跨越。事
实证明，不断巩固和深化中南全方位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
人民根本利益。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努力，推动中南关系
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南非是中非合作论坛现任共同主
席国。2015年我同总统先生共同主持召开的论坛约翰内斯
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根据总统先生提议和非洲国家普遍

愿望，中方同意于2018年在中国举办论坛峰会。我愿同总
统先生和论坛其他非洲成员领导人一道，把2018年论坛峰
会开成加强中非团结合作的历史性盛会。

祖马表示，南中建交20周年是双边关系史上的重要里
程碑。过去20年里，南中在传统友好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
取得了可喜可贺的合作成果，两国关系不断提升并被赋予
更加重要的战略意义。两国就涉及彼此共同利益的问题密
切协调，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新威胁和新挑战。作为中非
合作论坛共同主席国， 南中致力于推进非中伙伴关系，推
动2015年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 我期待2018年9
月赴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新一届峰会。我希望以两国建交
20周年为契机，强化两国友好关系，拓展合作，实现共赢。

湖南日报记者 李志林
见习记者 彭艺 通讯员 周忠应

2017年12月27日8时， 冬天里没
有太阳的早晨， 浸透着丝丝寒意。此
时，克明面业长沙总部大楼内，传来
琅琅书声，员工们正在朗读学习《习
惯的力量》一书。

这是克明面业的每日“晨读”活
动，开始于3年多前，能坚持下来，让
记者也感到惊诧。

正如书名表述的那样，好的习惯，
可以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作
为掌舵人的陈克明对此体会最深，正
是痴心挂面30多年， 他从不产小麦的
南县出发，成为中国挂面的领军者。

2017年10月全国连锁卖场数据
显示， 克明面业挂面占比19.43%，超
过第二名1倍多。

目前，克明面业在长沙、益阳南
县、 河南遂平等地建设有5个生产基
地，2016年度销售挂面42万多吨。

中国食品行业协会的负责人曾
评价， 一个来自洞庭湖的湖南人，把

北方人天天打交道的面粉“吃透”了。

“痴心”创新：做面简单，
做好面，很不简单

这个季节，正是克明面业生产的
旺季。记者走进长沙工厂的生产车间
时，车间里却没有生产。生产线上，只
有一条线在运转着，正在对一款高档

“杂粮面”新品进行中试。
克明面业研究院副总监周小玲

告诉记者，陈克明始终把创新挺在前
面， 研究院提出新产品中试要求，即
使是年末生产繁忙的季节，公司也马
上调整计划，生产为科研让道。

近10年来，克明面业在激烈的竞
争中，一直占据着中国挂面行业“头
把交椅”，一个“痴”字，功莫大焉。

在业内， 说做挂面有科技含量，
至今有人不以为然。陈克明说，做面
简单，做好面，很不简单。

很偶然的机会， 陈克明做起了
挂面。 从拿起擀面棍的那一天起，
面条的配方、烘烤的火候、机械的故
障……陈克明都自己动手应付；切面
刀具的改进、面条包装的变革……对
每一个问题的答案寻找， 他钻入其
中，经常浑然忘了自己。

荩荩（下转4版①）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2018年1月 日 丁酉年十一月十六 第24673号2 星期二 今日8版

中南建交20周年

习近平同南非总统互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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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湖南 ———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在行动

新年旅游“开门红”

千万人次游湖南

� � � � 30多年前， 陈克明从洞庭湖深处的南县出发，
向着挂面的世界走去。 多年稳坐中国挂面行业的
头把交椅之后，仍然创新不止———

“挂面大王”痴心在

创新引领、开放崛起
———今朝湘企更好看12

� � � � 2017年12月28日，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全员在烘烤间检查产品。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周勇军 通讯员
唐志君 李泽红) 2017年底，桃源县总投资6亿元
的红星美凯龙桃源家居生活广场建设工地热火
朝天。这个项目建成后，近100个高端品牌将入
驻桃源。

近年来，桃源县把项目建设作为拉动县域经
济发展的龙头来抓，大力推进脱贫攻坚、园区攻
坚、城市扩容提质、交通建设、水利建设、旅游开
发“六大会战”。该县把加快产业扩张升级作为重
中之重，着力实施了总投资30亿元的漳江创业园
西区提质改造及东区整体开发项目，引入了铝循
环再生产、碳酸钙新材料等一批产业项目。并发
挥“富硒之乡”的资源优势，着力建设1000亩富
硒功能产业园， 打造全国富硒农产品基地县。该
县利用当地丰富的旅游资源，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县，对沅江风光带、枫树民族团结示范园、热市温
泉、夷望溪、浔阳文化产业园等有核心竞争力的
景区景点进行升级改造。去年，还按照“沅水流域
大城市、常德市域副中心”定位，实施总投资70亿
元的东城新区整体开发、 双洲城市生态公园建
设、老城区棚户区改造等，进一步增强城市辐射
带动力、产业吸附力、综合承载力。

同时，桃源县以完善交通网、能源网、水利
网、信息网为重点，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启动和实
施了总投资50亿元的延溪河综合治理、陬溪垸堤
段综合治理、黄花井机埠改造、沅水桃源段综合
治理、剪市堤防建设，以及总投资60亿元的沅澧
快速干线、陬市千吨级码头等项目。还编制了重
大产业项目3年行动规划， 突出新材料、 电子信
息、富硒农产品加工等主导产业，谋划实施重大
产业项目100个、总投资在400亿元以上。

通过实施“回雁工程”，开展产业招商、节会
招商、专业招商、以商招商等活动，去年，桃源县
成功引入资金1057亿元、开工项目124个、竣工
38个。去年前三季度，全县地区生产总值、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8.7%、25.3%、9.5%。

� � � � 湖南日报 1月 1日讯 （记者
孟姣燕）据省旅发委今天提供的消
息，2017年12月30日至2018年1月
1日元旦小长假期间，全省旅游市
场整体呈现氛围浓厚、 市场兴旺、
成果丰硕、 效益良好的发展态势，
实现新年旅游市场“开门红”。全省
预计接待游客1062.38万人次，同
比增长21.82%； 预计实现旅游总
收入73.24亿元，同比增长25.52%。

假日期间，晴雨相间，游客出
游兴致不减， 冬季旅游持续升温。
全省过夜游客262.11万人次，一日
游游客800.28万人次。 接待游客
50万人次以上的市州依次为：长
沙市、株洲市、湘潭市、衡阳市、邵
阳市、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郴
州市、永州市、怀化市。各市州的旅

游收入均超过2亿元， 其中长沙市
的旅游收入达到16.81亿元， 娄底
的旅游收入达到2.48亿元。

各市州充分发挥本地旅游资
源优势，挖掘打造旅游亮点，扩大
旅游产品供给，活跃假日旅游市场
氛围, 推出了一系列内容丰富、特
色鲜明的旅游主题活动。据不完全
调查统计， 假日期间选择自驾游、
自助游的游客达到70%以上，自驾
游、自助游已经成为湖南市民出游
的主要方式。

假日期间，全省旅游市场秩序
良好 , 没有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
故。截至1月1日15时，省旅发委旅
游投诉中心接到涉及景区的投诉1
件，已妥善处理。

（相关报道见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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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仪式 新气象
人民解放军首次执行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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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预计接待游客1062.38万人次，
同比增长21.82%；
预计实现旅游总收入73.24亿元，
同比增长25.52%

“文化民生”和风吹 中方县村村
有了综合文化服务中心

公共服务送到家 祁东贫困村
公共综合服务平台全覆盖

制图/周双

� � �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何淼玲
张斌 通讯员 万检新 ）今天上午11
时， 在常德市委大门口， 常德市委
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德睿与
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 市监察委
员会主任罗翠林合力迅速拉开红

绸。 白底黑字的崭新牌匾上，“常德
市监察委员会” 几个漆黑透亮的大
字映入眼帘 ， 与旁边红底牌匾上
“中国共产党常德市纪律检查委员
会” 这行黄颜色大字相映成辉。这
标志着我省首个市级监察委员会正

式挂牌成立。
在随后召开的市纪委、市监察委

全体干部大会上，常德市委主要负责
人要求提高政治站位，毫不动摇坚持
党的领导，以更加坚定的信念、更加
昂扬的精神、更加务实的作风，握指

成拳、聚拢力量，在反腐败斗争中取
得“1+1＞2”的预期效果。

常德市监察委员会负责人表示，
将继续保持正风反腐的高压态势，坚
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
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
起查，充分运用各种监察措施，认真
履职，为构建常德山清水秀的政治生
态贡献力量。

荩荩（下转4版②）

全省监察体制改革又获突破

首个市级监委在常德挂牌

迎新年 坐新车 看新城
———长株潭城际铁路全线开通体验与观察

经济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