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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王茜）坚持
把招商引资作为“一号工程”，在产业链招商
上精准发力，长沙高新区（麓谷）迎来2018年招
商引资开门红。今天上午，长沙高新区举行产
业项目建设年启动暨智能制造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包括杉杉能源年产10万吨正极材料生产
基地、清控（长沙）创新基地、威胜能源互联网产
业园项目、中铁环境总部项目等在内的16个项
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过462亿元。

作为长沙经济发展的主阵地和长株潭
衡“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群的核心
区，长沙高新区凭借良好的产业基础，吸引
了众多智能制造领军企业和龙头企业入驻。
杉杉能源年产10万吨正极材料生产基地由
杉杉控股旗下的湖南杉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计划总投资200亿元（含流动
资金）， 在麓谷建设10万吨级高能量密度锂
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开发、生产、销售基地。项
目计划分3期建设。 该项目计划在2020年底
全部投产， 届时年产值可达150亿至200亿
元。 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中兴通讯
再次布局长沙， 将中兴通讯终端产业项目落
户麓谷， 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向更高层次和更
宽领域。

“长沙高新区深入贯彻落实省市‘产业
项目建设年’决策部署，围绕产业功能定位
和产业链建设抓好项目引进， 今天的项目
集中签约为全年招商引资工作开了个好
头。”长沙高新区重大项目投资局负责人介
绍， 这16个重大项目将充分发挥知名企业
引领作用和行业辐射作用， 进一步促进高
新区智能制造产业链的发展， 为高新区率
先建设“五千亿级”园区、实现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张斌 通
讯员 蒋洪亮）1月23日上午，省纪委派驻
纪检组省管干部述职测评会在长沙举行，
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傅奎出席并讲话。

会上， 纪检组组长向省纪委述职，傅
奎逐一作出有针对性的点评。这是省纪委
派驻改革全覆盖完成运行一年后，举行的
一次“成果检阅”。2017年，省纪委派驻纪
检组共立案315件，结案283件、处分283
人。同时，注重对“四种形态”的运用，对问
题线索抓得更紧、行动更快，39个省纪委
派驻纪检组以谈话函询或初步核实处置
问题线索共1022件。

“派驻纪检组大胆履职、埋头苦干，小

试牛刀便初露锋芒，呈现许多新气象新变
化，开局良好。”在肯定大家过去一年的监
督工作后，傅奎指出，2018年，推进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派驻机构干部要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 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 指导实
践，提高政治定力和政治觉悟。要强化责
任担当，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
加强日常监督，多做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的工作。要强化内部监督，落实纪检组长
“一岗双责”，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深化
“三转”，持续推进转职能、转方式、转作
风，大胆探索，以实际行动落实国家监察
全覆盖。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曹娴）省环保厅
今日发布全省2017年12月及全年环境质量状况。
2017年，我省大气环境和地表水环境质量保持稳
定，14个市州城市空气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1.5%， 同比上升0.2%；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
优，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为93.6%。

2017年，我省城市空气的PM2.5、PM10浓度
分别为46微克/立方米、74微克/立方米，分别同比
下降4.2%、2.6%。14个市州城市空气质量排名后3
位城市（从第14名到第12名）依次是：株洲、湘潭
和邵阳；排名前3位的是吉首、怀化和永州。

长株潭地区去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73.2%，同比下降2.9%。PM2.5浓度为52微克/立方
米，同比持平；PM10浓度为78微克/立方米，同比
下降2.5%。其中，长沙市全年平均优良天数比例
为71.8%，同比下降0.9个百分点。

全省地表水水质总体为优。 去年我省345个
监测评价断面中，Ⅰ～Ⅲ类水质断面323个占93.6%，
同比持平；Ⅳ类水质断面20个占5.8%，同比上升
0.3%；Ⅴ类水质断面1个占0.3%，同比下降0.3%；
劣Ⅴ类水质断面1个，同比持平。

2017年，全省29个地级以上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中，27个水源地水质达标，比2016年少1
个。60个“水十条”国家考核断面中，57个断面达
到年度考核目标，同比减少1个；其中11个洞庭湖
湖体断面水质总体为轻度污染，营养状态为中营
养， 总磷平均浓度为0.073毫克/升， 同比下降
13.1%；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88.3%，同比下降
1.7%；劣V类水质断面比例1.7%，同比持平。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胡宇芬 通讯
员 周闯）记者今天从省知识产权局获悉，我省
首批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示范企业创建单位名
单出炉，全省共有71家企业入选，其中来自长
沙的企业有30家。该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
示范创建将打造具有知识产权综合竞争优势
的知识产权强企，到2020年全省的国家知识产
权示范和优势企业将达到100家。

专利授权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条
件，也是申报进入湖南省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示
范企业创建的基本条件之一。该榜单要求企业
拥有一定数量的有效专利，并计划逐年加大企
业专利的申请量和拥有量，有核心专利支撑的
主营产品销售收入占到企业营业收入的30%
以上等。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湖南省工矿企

业专利授权量前十位中，有中联重科、中民筑
友、 楚天科技、 中车株机等4家企业入选该榜
单。其中，中民筑友以290件专利授权量排名工
矿企业第一位。

据悉，去年3月省知识产权局印发了《湖南
省知识产权保护创新示范企业创建工作方案
（暂行）》。该方案明确，对于知识产权保护创新
示范企业以及进入创建阶段的企业，在知识产
权战略各类专项、重点发明专利资助等项目上
给予重点支持；为企业知识产权建设优先提供
决策咨询、政策制定、战略实施等方面的指导，
并为企业“走出去”学习培训提供机会。该方案
提出，创新示范企业创建期最长为3年，按照企
业完成设定的目标任务，实行进入与退出的动
态管理机制。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1月20日，长沙细雨密织，天气阴冷，望城
区桥驿镇黑麋峰村虎形山组村民罗文刚的心
里，却洒满阳光，倍觉温暖。湖南泰嘉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泰嘉股份”）与其签订
了结对帮扶协议，支持他发展养殖业。

泰嘉股份总经理李辉倡议， 企业应发扬
“致富思源，富而思进；扶危济困，共同富裕”的

精神，踊跃参与精准扶贫工作，为打赢精准扶
贫攻坚战、建设美丽新农村作出贡献。

黑麋峰村位于黑麋峰国家森林公园内，此
地美景盛名，但在村民眼里，这里却是山大地
贫、闭塞不通的“穷山沟”。当地政府拟通过发
展特色旅游项目、 发展生态农业产业等措施，
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完成贫困户脱贫、“省级贫
困村”摘帽任务。

泰嘉股份与黑麋峰村建立结对帮扶，针对

当地具体情况和规划，制定了“授渔计划”。
“第一期我们与4户贫困家庭结对，将连续

3年、每年不低于10万元，支持发展优势农业产
业。”李辉介绍，“授渔计划”分两大内容，一是
产业扶贫，帮扶贫困农户启动种植、养殖项目，
并拓宽种养产品的销售渠道；对有劳力但就业
无门的人，力所能及地提供就业服务，真正地
“授之以渔”。

“授渔计划”另一大内容是交通帮扶。泰嘉股
份将连续3年、每年投入资金不低于10万元，用于
拉通福高村与黑麋峰村连接道路，新建湖溪冲水
库环库公路以及补贴自愿修路到户的村民。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通讯员 卢良武 张翔

1月19日， 冬日暖阳洒落在慈利县二坊坪
乡高溪村。山间、田野、屋顶，如披金身，薄雾萦
绕山腰。这个山清水秀的深山小村落，更显端
庄秀美。

“今年要大干一场。”在柑橘基地，村里的
致富带头人周金平拍了拍新买的货运汽车，感
慨道，“盼了20年，村里的主干道终于硬化拓宽
了。通过5米宽的水泥路，大货车就可以直接开
进基地。”

在二坊坪乡， 高溪村是一个有名的贫困

村，山高路远。村党支部副书记龚小万说起过
往，心中不是滋味。他说：“雨天，谁敢来高溪
村，保准一身泥回去。晴天，车辙印晒得像把
刀，下脚都要小心。”

“高溪村有3条路，彼此不相连，将全村分
为3个部分，独立成块。偏远农户到村中心，需
步行两个小时以上。” 张家界市移民开发局局
长、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郭铁军告诉记者，
2016年，工作队来到村里后，将拉通全村交通
作为首要工作。

半年时间，3条翻越崇山峻岭的道路，被11条
长短不一的水泥路全线接通，并得以硬化。

“高溪有三环，环环通天际。”三线接通，让
高溪村民戏称村里从此有了“三环”。以正在修
建的村部为“一环”中心，村组环线为“二环”，
连通山涧里305亩三红蜜柚和130亩黄桃基地
的产业路，为“三环”，环环相扣，从环线任意一
点，均可快速到达村里任何地方。

“通车后，仅运费一项，就省去三四万元的
成本。”种植60亩柑橘的周金平看到通车，就看
到了丰收的喜悦。

看到丰收喜悦的，远不止周金平。在工作
队帮扶下养殖藏香猪的贫困户王双清，看到交
通改善，将两头种猪增加到7头，憋着劲要在今
年“打一回翻身仗”；贫困户段如初，一直想在
村里搞点项目，如今道路通到门口，希望也通
到了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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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纪委召开
派驻纪检组省管干部述职测评会

傅奎出席并讲话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李乾坤） 我省大力实施失业保险
基金援企稳岗政策，给企业发放稳岗补贴
“红包”， 失业保险从事后被动失业救济，
向事前主动失业预防转变 。2015年至
2017年， 全省共发放稳岗补贴9.38亿元，
惠及职工248.2万人。

为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进一步减轻企
业负担， 充分发挥失业保险保障生活、预
防失业、促进就业的作用，我省于2015年
初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失业保险促进就
业预防失业工作的通知》， 对于不裁员或
少裁员、采取有效措施稳定职工队伍的用
人单位，由失业保险基金给予稳岗补贴。

援企稳岗政策推出以来， 全省各级失
业保险经办机构积极推动政策落实， 让企

业得到了真金白银的支持。如，失业保险稳
岗补贴政策出台后， 人社部门第一时间给
华菱集团送去“及时雨”，2015年至2017
年，该集团享受稳岗补贴3178万元，为其稳
定就业岗位、脱困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统计，2015年至2017年，全省人社
部门向近1.13万户企业发放了稳岗补贴。

据了解，2018年至2020年，我省将继
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护航行动”，对
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符合申领条件的
企业，推动实现稳岗补贴政策“两个全覆
盖”。用人单位只要符合以下条件，就可以
申报稳岗补贴：一是依法参加失业保险并
足额缴费1年以上； 二是上年度未裁员或
裁员比例低于统筹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
三是人事、财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

从事后被动失业救济向事前主动失业预防转变

我省3年发放稳岗补贴9.38亿元

我省首批知识产权保护创新
示范企业创建名单发布

71家企业入选 实行动态管理机制

高溪村里有“三环”

“授渔计划”暖人心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陈薇 通
讯员 向文艺）1月21日， 为期两天的中国
文联十届三次全委会在北京圆满闭幕。在
大会交流发言中, 湖南省文联党组书记、
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夏义生作了题为《深
化改革激发三湘文艺活力》的经验介绍。

据介绍，自2016年12月以来，湖南省
文联深化改革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
领导和中国文联的具体指导下，坚持问题
导向，推动职能转变，采取了一些实实在
在的措施，形成了一些亮点。一是“主导”
坚强有力。湖南省委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各级主要负责同志要“亲力亲为，
敢于担当，落地见效，统筹安排”抓改革落
实的要求，把文联组织深化改革责任装在
心中、抓在手里、扛在肩上；二是“主体”积
极作为。 省文联紧紧围绕增强政治性、先
进性、群众性，直面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
施，注重夯实群团工作基层基础，真刀真
枪抓改革；三是“主人翁”精神大激发。省
文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哪里有文艺

工作者，文联、作协的工作就要做到哪里”
的要求，全省文艺界对文联组织“家”的认
同度和归属感大大增强。

据了解，《湖南省文联深化改革方案》
于2017年11月29日由湖南省委办公厅正
式印发。《方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对未来湖南文艺和文联工作明确
了总基调， 为文化强省战略注入了新动
力，标志着湖南文艺事业步入生机勃勃的
春天。中国文联对《方案》给予了高度评
价，认为《湖南省文联深化改革方案》“体
现湖南省文艺事业和文联工作实际，框架
结构合理，改革措施到位，亮点较多”。

我省文联的深改经验也得到了中国
文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在全国各省市
文联产生强烈的反响， 与会者纷纷感慨
“湖南文联的深化改革工作确实做得好”。
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同志评价
道：湖南省文联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精神是
把握得最准的。

在中国文联大会上，我省文联深改经验获好评

框架结构合理 改革措施到位

及时传递
两会声音
1月23日， 湖南省物资储备

局， 邮政投递员将刊载了湖南省
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开幕内容的
《湖南日报》投进收件箱，及时传
递省两会声音。2017年以来，湖南
邮政对党报党刊实行“专车、专
线”运输，全省党报党刊实现了当
日到达。 傅聪 刘园园 摄影报道

精准扶贫 在三湘

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王晗）昨
天，2018“智汇湘江·科创新区”科技成果
转化系列活动首场活动———基因健康医
疗大数据创新峰会在长沙举行。 峰会上，
湖南湘江新区发布基因健康产业平台（人
和未来基因谷）规划，将联合华大基因、爱
尔眼科、人和未来等企业，在新区共建基
因健康谷。

近年来，湖南湘江新区基因工程和生
命技术产业发展来势好、潜力大。根据这
次发布的基因健康产业平台规划，该区将
着力建设企业总部基地和5大基因公共服
务平台。企业总部基地将引进人和未来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国家基因检测技术
应用示范中心、基因信息大数据应用技术
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和其他总部经济建

设分支机构和实体。5大公共服务平台包
括由政府牵头建设的生物样本库、公共检
测平台、基因健康大数据中心、GMP转化
平台、产业聚集区等。

通过建设“人和未来基因谷”、搭建基
因健康产业平台， 湖南湘江新区将聚焦解
决基因健康产业领域成果转化、科技促进、
产业聚焦等共性问题，进一步构建“政产学
研金”五位一体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加快形
成基因健康产业集群。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
会负责人表示，力争用5年时间，将新区基
因健康产业集群打造成湖南乃至全国创新
型经济发展的典范。

当天，基因健康大数据领域精选项目
进行了路演，资本与项目深度碰撞，得到
了行业投资人的高度认可。

基因健康医疗大数据创新峰会举行
湖南湘江新区打造基因健康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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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4日讯（记者 奉永成）
今天，省扶贫开发办公室透露，省档案局
与省扶贫开发办公室日前联合印发了《湖
南省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实施办法》（以下
简称《办法》），规定贫困户信息采集表、贫
困户申请书、 入户调查表等11项文件资
料必须进行归档保存， 实行动态管理，为
全省精准扶贫档案工作开展提供了制度
保障。

《办法》规定，县级、乡（镇）精准扶贫
档案分为综合类、精准识别类、精准施策
类、精准脱贫类等4类，各行政村应建立贫
困户“一户一档”档案。精准扶贫档案保管
期限分为永久和定期两大类。其中贫困户
申请书、审批表、入户调查表、结对帮扶及

走访台账、 贫困户脱贫计划及落实情况
表、脱贫验收表等资料将永久保存；贫困
人口分类统计表、脱贫计划表、结对帮扶
方案等资料保存期限为30年； 在精准扶
贫工作中形成的一般性、过程性文件材料
保存期限为10年。

《办法》规定， 各级扶贫部门、乡（镇）
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设立符合档案安全
保管要求的档案库房，确保精准扶贫档案
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各级脱贫评估组在
对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进行脱贫验收
时， 应同时对精准扶贫档案进行验收；对
违反档案管理规定，造成精准扶贫档案失
真、损毁、泄密、丢失的，将依照有关规定
进行查处。

《湖南省精准扶贫档案管理实施办法》印发
贫困户申请书、入户调查表等11项文件资料须归档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