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启动优势产业“倍增计划”
华容力争3年产能利税双翻番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周勇军 鲁融冰 高志明）“收缩压155、舒
张压90，血压还是有点高，我给您调一下药，以后饮食要清淡。”1月
10日，桃源县沙坪镇卫生院院长黄继军带领“家庭医生”，到西溪村
贫困户赵淑凡家上门问诊。

在脱贫攻坚中，为阻断病根变穷根，近年来，桃源县打出健康扶
贫“组合拳”。由县卫计部门组建了县乡村三级“家庭医生”团队，制定
了“先诊疗后付费”的优惠政策，实施了“一站式”窗口结算便民举措。
目前，全县共建立贫困人口健康档案62116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21345户，建档率、签约率均达100%。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是健康扶贫重要举措。至2017年底，全县
贫困人口有882人签订了“先诊疗后付费”协议，“一站式”出院结算
805人次，总医疗费用2142361元，医保报销、大病保险报销、特惠保
报销、民政救助、医院减免等加起来，总报销比例达85.6%。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胡蓉）今天，记者在
桂阳县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看到，楚荣家具项目竣工生产，申隆
材料装饰、 华盛家具制造等项目进展顺利， 产业园场地平整全面完
成。

2017年7月15日，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落户桂阳县。该产业
园是省级重点项目，也是我省第一家集家居产品生产、贸易、物流、展
示、科研于一体的产业集聚园，规划面积2万亩，总投资200亿元。

为加快湖南广东家居智造产业园建设， 桂阳县相关部门组成联
合工作组，加快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并采取上门服务、并联审
批等办法，让项目尽快落地。目前，已有103家企业签订入园协议，签
约资金165亿元。其中83个项目选定了项目用地，有18个项目已动工
建设。

桂阳加快家居智造产业园建设
已有103家企业签订入园协议，18个项目动工

道县：抓获特大
诈骗嫌疑人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晓玲）1月9日，
永州市公安局将犯罪嫌疑人冯某
移交给天津市公安局。 据了解，冯
某为四川省平昌县人。2017年12
月8日，冯某利用QQ号码冒充天津
市某公司领导，以缴纳保证金和借
款为由，要求公司出纳李某通过手
机与电脑网银先后3次转账76万
余元。冯某作案潜逃后，天津市公
安局网上追逃，获悉冯某潜逃至永
州，请求协助。永州市道县公安局
成功锁定冯某的活动区域。1月3日
中午， 将正在上网的逃犯冯某抓
获。

新闻集装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秉钧）“根据天气预报及相关工作
安排， 郴州城区多家大型蔬菜批发市场都提前进行了备货。”1月10
日，郴州市农委主任李建军介绍，加之冬储蔬菜、当地产蔬菜及时补
充，目前市城区蔬菜供应保持基本稳定，菜价平稳。

1月5日，为应对低温雨雪冰冻天气，郴州市启动蔬菜应急储备调
控预案，确保市城区蔬菜正常供应。该市组织专门人员，深入蔬菜集
中批发市场、蔬菜零售农贸市场及各超市蔬菜销售点，进行蔬菜供给
及销售价格调研监测，先后调研监测4个蔬菜集中批发市场，10个蔬
菜零售市场，5家超市等。 根据相关监测情况及为防范市城区蔬菜价
格波动过大，郴州农业部门立即联系蔬菜动态应急储备营运商，调运
蔬菜及时充实到蔬菜批发市场。 连日来已累计调运650多吨各类蔬
菜供应市场。

同时，该市按要求每天囤积好应急储备蔬菜，随时满足市城区蔬
菜供应，较好地满足了全市居民的购菜需求。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王
晴 通讯员 吴巍伟 王高 ） 新年伊
始， 华容县工业集中区石伏工业园
10万锭精密纺织项目施工现场，车
辆穿梭、机器轰鸣，一派繁忙景象。
项目建设方介绍， 这个国际领先水
平的高端棉纺织生产线项目， 是该
县加快推进优势产业倍增计划的
“力作”， 今年底投产后预计可创年
产值20亿元、利税1.6亿元，提供就业
岗位1000余个。

华容县提出，启动优势产业“倍
增计划”，力争通过3年建设，实现纺
织、食品等优势工业和芥菜、中药材

种植等特色农业产能和利税倍增的
发展目标。2018年， 将加速推进产业
升级，实施优势工业、特色农业倍增
计划以及现代服务业提质工程，新增
规模工业企业15家，实现规模工业增
加值增长8%以上。

2018年，华容县将充分发挥产业
引导基金作用，加大融资育商、资本
招商力度，扶持以插旗菜业为代表的
龙头企业主板上市， 壮大蔬菜加工、
纺织服装等骨干企业。 重点实施芥
菜、小龙虾、中药材、黄茶四大产业3
年产值倍增计划， 做强特色农业；依
托长江经济带电商产业园，培育电商

企业和电商基地。湖南科创纺织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四清告诉记者，已
投产的科创一期工程，2018年将引入
国际最新科技水平的智能化数控设
备， 致力打造成全球第一家无人工
厂。

在当地政府引导和扶持下，华容
县一批本地新兴工业企业也呈现崛
起之势。在华容县工业集中区三封工
业园，恒兴建材有限公司依靠自主研
发核心技术， 已拥有UV涂料研发完
整服务链，技术水平处于国内领先地
位。公司董事长李皞丹说：“争取两年
完成产值翻倍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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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
小军 李金山）“现在这条村道从向阳到黄狮，7公里
长，宽阔平坦，走在上面很舒服。”1月7日，衡南县云
集镇向阳片区朝阳村党总支书记刘汉国说， 多亏县
里开展“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活动，这是对口帮扶
企业中科光电子公司投入50万元拓宽的。

目前，衡南县有省级贫困村65个，建档立卡贫困
户19662户58035人。为加快脱贫步伐，该县整合社
会资源，充分发挥非公经济组织在人才、产业、资金
等方面的优势， 引导它们参与脱贫攻坚。2017年4
月，县委、县政府决定在全县开展“百企帮百村”精准
扶贫活动， 全县108家非公有制企业重点对口帮扶
65个省级贫困村。并确定了发展主导产业、参与民生
工程等7方面重点工作，实施一村一策、一户一策，做
到“缺什么补什么”。

针对贫困村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 衡南县参与
扶贫的非公企业积极筹措资金，帮助贫困村修路、改
电、引自来水等，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旺华萤石
公司投入407万元，帮助川口片区浅塘村硬化公路，
并解决了40余户130多人安全饮水问题， 还对该村
及周边村组农网进行了改造。

同时， 各非公企业积极帮助贫困村和贫困户发
展油茶、玫瑰、烟叶等产业，推动扶贫由“输血式”向
“造血式”转变。湖南大三湘油茶公司对口帮扶宝盖
镇光华村、散市村、皂田村，2017年在3个村建立油
茶基地1300亩，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2017年，衡南县非公企业共投入资金4.19亿元，
对口帮扶贫困村拓宽、硬化乡村公路179公里，铺设
自来水管网63公里，对栗江镇六合村等48个省级贫
困村进行了农网改造； 实施油茶等农业产业帮扶项
目29个，惠及贫困人口5.2万余人。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如今，我们的小区像花园一样。”1月6日，祁阳县甘泉小区
80岁的蒋六生开心地对记者说。去年初，祁阳县全力推进
“五园五化”建设，蒋六生一度成为拆除违章建筑的“钉子
户”。在社区党员干部的反复引导下，蒋六生终于转变了
观念，与大家一道拆违改造小区。今年，小区里家家户户
阳台上摆放各类绿色植物和花卉，如同生活在花园里。

去年以来，祁阳县大力实施以“城市建公园、社区
建花园、单位建庭园、小区建游园、百姓建家园”以及
“净化、绿化、亮化、文化、智能化”为内容的城市“五园
五化”建设，向打造“50平方公里、50万人口”的生态、
智慧、园林现代化中等城市目标迈进，不断改善人居环
境，提升城市品质。该县通过领导办点、党员干部带头，
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 投资16亿元对286个老旧
小区进行拆违添绿、拆违添景。在永州市率先建成一批
特色文化小游园，让百姓出门能见绿，抬腿能健身，处
处见文化。 该县检察院把一块空地建设成检察主题公
园，群众在这里休闲时，还能学习法律知识。

祁阳县在推进“五园五化”建设的同时，因势利导
在全县上下广泛开展“爱党爱国星、遵规守法星、环境
卫生星、诚实守信星、孝老敬贤星、团结友善星、勤劳致
富星、科教文体星、生态建设星、计划生育星”“十星级”
文明户评选，给予奖励。祁阳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部
长彭国峰向记者介绍，“十星级”文明户评选，推动广大
群众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教育，人文素质明显提
升，邻里关系大为改善。到目前，该县涌现出“中国好
人”王祁平、李彤等一大批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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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冈：荣获“全国
食品工业强市”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 （记者
戴勤 通讯员 林立东）近日，从武
冈市特色产业开发办公室传出喜
讯，该市荣获“2016-2017年度全
国食品工业强县（市、区）”称号。近
年来， 武冈市大力发展食品工业，
致力打造特色产业中心，形成了以
卤菜制品食品加工为主导的食品
工业体系。目前，该市拥有卤制食
品加工企业136家， 申请注册了

“武冈铜鹅”“武冈卤菜”“武冈葛
根”“武冈青钱柳” 等8个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2017年全市食品工业
实现年产值35亿元。

桂东：老人可享受
高龄补贴

湖南日报1月10日讯(记者 李
秉钧 通讯员 郭孚盛 )“我妈妈
2017年满100岁， 每个月可领到
400元长寿保健补助。”1月9日，桂
东县青山乡的张强为母亲郭孝环
领到高龄补贴后，开心地说。

桂东县老龄办负责人介绍，该
县高龄补贴自2011年1月开始发
放。无固定收入、年满80周岁的老
年人，均可享受该项补贴，补贴标
准为80至89岁每人每月50元，89
岁以上60元。2014年开始， 满了
100周岁的老人， 每人每月补贴
400元。2017年， 该县共发放高龄
补贴207.8万元，受惠老人4000多
人。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张亦斌 覃名实

“我种的3亩金丝皇菊长得很好，
估计能卖1万多元。 感谢扶贫队为我
找到了脱贫致富的‘金饭碗’。”近日，
邵东县皇帝岭林场观音村村民刘金凤
高兴地对记者说。

观音村是省级贫困村， 自然条件
恶劣，人均水田面积不到0.1亩，旱土
面积不到0.2亩。

2014年， 邵东县农村公路管理
所派人来到该村开展驻村扶贫。经

过实地走访调研， 扶贫工作队根据
当地山林多、土地少的特点，引导贫
困户发展特色种植业， 并引进了中
药材金丝皇菊。 工作队还为贫困户
提供种苗补贴、修建烘烤房、购置烘
烤设备等， 联系廉桥药材市场一家
药材经营户与种植户签订保护价收
购合同并提供技术服务， 让贫困户
安心生产。

2016年，村里贫困户在扶贫干部
劝说下，种了10多亩金丝皇菊。村民
刘金凤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种了一亩
多，当年卖了2450元钱。尝到甜头后，

2017年全村贫困户扩种金丝皇菊200
多亩，可增收近50万元。

在发展产业的同时， 扶贫工作
队着力帮助观音村改善基础设施。
在上级部门支持下， 已完成通村公
路硬化20公里， 完成了安全饮水工
程， 完成危房改造与易地扶贫搬迁
46户143人。目前，村里新建的综合
服务平台、卫生室、文化广场主体工
程已竣工。

2017年11月， 观音村有43户132
名贫困村民通过扶贫验收达到了脱贫
标准，可实现稳定脱贫。

金丝皇菊成村民“金饭碗”

1月10日，湘西经济开发区出现平流雾，近年新崛起的一幢幢高楼在云雾中若隐若现。
张术杰 刘振军 摄影报道云中新城

郴州调运蔬菜确保市场供应

1月10日，吉首市乾州农贸市场，群众在购买背篓。背篓是具有
民族特色的生产和生活用具，编制精巧，造型美观。随着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全域旅游的发展，小背篓成为走俏的旅游纪念品，使背篓
逐渐发展成为当地的特色产业。 刘振军 摄

小背篓 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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