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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王治宇)
今天上午，益阳高新区与软通动力信息技术(集团)有限
公司签约，将共同建设软通益阳数字产业基地，助力益
阳高新区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园，力争3年内建成百亿级
数字经济产业集群。据了解，软通动力是国内领先的新
型智慧城市一体化服务商，公司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物
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致力于推动产城融合，打造
宜居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智慧城市。

益阳高新区：
携手软通动力建数字产业基地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衡南县政府继携手梦东方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打造梦
东方旅游度假区后，今天上午，与该公司再度合作，签
署了车江民俗文化小镇建设框架协议。 梦东方公司将
投资50亿元， 将深度挖掘车江镇历史与民俗文化，建
设民俗展示与体验的人文古镇，包括车江古镇、湘江戏
楼、民俗艺术中心等项目。并依托区域内山体的自然走
势、林地的错落分布，打造山地休闲公园和“乐动”田园
游憩区。项目开发期预计为6年。

衡南：拟建车江民俗文化小镇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
员 伍实强）2月9日， 在新化县第六届文印产
业博览会上，200余名回乡过年的文印企业
负责人欢聚一堂， 共同探讨文印产业的组团
发展，许多企业还达成战略合作意向，签订设
备采购合同。

文印是新化县的特色产业， 新化文印
大军遍布全国600多个城市、1500多个县
（市、区），在全国拥有大小文印门店6万余
个，从业人员30余万人，占据国内文印市场
70%以上的份额， 形成了文印设备及耗材
品牌代理、销售、租赁、门店、终端服务和旧
机回收、再制造、技术革新的完整产业链。
新化文印， 如今已成为一张享誉全国的地
方特色产业名片。

近年来，新化县委、县政府大力扶持和
壮大文印产业，出台“飞地入园”和“产业招
商”等优惠政策，引导文印企业回乡创业，
打造“全国文印之都”。搭建发展平台，投资
50亿元，建立文印产业总部经济园，打造一
个集图文快印品牌产品科技创新、 生产加
工、批发零售、物流配送、展示交易、国际博
览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综合型产业基地，
已有90家文印企业入驻，解决了单兵作战、
力量分散、经营档次低、抗市场风险能力弱
等问题。

同时， 组建数码快印行业商会和区域商
会，形成了区域协作互补、全国信息互通、行
业抱团发展的良好格局。 鼓励和扶持企业进
行科技创新和技术引进，加大科技服务，打造
出一批自主创新品牌。加强产业引导和转型，
通过构建“互联网+文印”“文印+X”等模式，
将单一项目融入众多产业链条， 拓展文印市
场和产品外延。通过举办高峰论坛、博览会、
座谈会、招商会、产品推荐会等特色活动，加
强产业融合交流， 提升整体实力和抗风险能
力，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通讯员 向民贵 记者
彭业忠 陈昊）“昨天通过网上平台，销售泸溪椪柑
3000箱，每箱10公斤、65元钱。互联网真是个好东
西，对泸溪脱贫攻坚帮助很大。”2月12日，泸溪县
椪柑公司负责人李建兵对记者感叹道。

泸溪县近年来组建电商人才队伍， 开办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个农村电子商务培训班，委
托泸溪职中培训电商人才70人，将“互联网+”的
营销理念植入百姓人心。泸溪职中牵手县内80多
家专业合作社，搭建特色产业网络销售平台，帮助
60多个贫困村建起特色农产品网店，专门营销泸
溪椪柑、合水茶油、兴隆场辣椒、潭溪杜仲红茶、巴
斗山林下鸡、稻香鱼等泸溪特色农产品，打通“网
货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的增收致富之
路。

该县投入60多万元，扶持泸溪县好日子柑橘
农民专业合作社，并打造了集农产品仓储、电商、
青年创业和综合销售平台为一体的农产品电商产
业园项目，进一步发展现代化交易方式，健全农村
市场“互联网+”体系。与此同时，好日子柑橘农民
专业合作社与另外11家农业企业和专业合作社合
作，做大网络销售规模。泸溪县椪柑公司李建兵对
“互联网+”销售感触颇深：“自2017年11月中旬椪
柑下树以来，我公司牵头设立的‘农夫农场’实体
店，利用‘线上订单、线下配送’新模式，销售40多
万公斤椪柑，均价每公斤7元，增收130多万元。”

通过“互联网+”，泸溪县优质特色农产品进
入了更广阔的销售市场，确保了农民增产增收。自
2015年以来， 该县有5.6万余贫困人口脱贫摘帽,
并走出了一条“多元化开发、规模化种植、庄园化
管理、产业化经营”的产业扶贫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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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2月12日讯（陶芳芳）今天上
午9时， 长沙市天心区解放西路城市经典
综合楼4楼突然着火， 冒出滚滚黄烟……
别担心，这是春节临近，长沙市开展的一
次城市突发安全事件综合应急演练，重
点是检验单位内部微型消防站扑救初期
火灾、疏散人员及自救逃生能力。

9时1分许， 随着火灾警报发出，大
楼内微型消防站迅速展开自救， 疏散人
员、 启动室内消防设施进行初期火灾处
置。9时5分， 天心区消防大队定王台中

队两台消防车到达现场， 灭火组迅速携
带水枪上到4楼灭火，救援组携带破拆工
具进行破拆搜救。9时10分，长沙市消防
支队调集的5台增援消防车赶到现场，其
中一台高层供水车通过车载水炮压制火
势，另一台登高平台车迅速升举至30多
米高空，在大楼外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
接应被困人员。交警、城管等部门也迅速
对事发现场进行管制、疏散，医护人员到
达现场展开救治。9时30分， 大火被扑
灭，被困群众全部被救出。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蒋睿
通讯员 周通 郭喜） 为帮助社区居民解
决下午四点半后“家长未下班、孩子已放
学”的尴尬，今年湘潭市由政府出资向4
家社工机构购买服务，将在10个社区开
设“四点半课堂”，并同步启动10个社区
社会工作站建设。

据悉，将开设“四点半课堂”的10个
社区分别是雨湖区的和平社区、 韶山路
社区、古梁巷社区、和平桥社区、唐兴寺
社区，岳塘区的三角坪社区、学卫社区、

云峰社区、运河社区；湘潭高新区的双马街
道华金社区。“四点半课堂”和“社工站”建
设分别由湘潭市惠安、润湘、荆鹏、兴阳4
家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接运营。

为促进湘潭市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
专业化、规范化，确保10个“四点半课堂”
项目和10个社区社会工作站创建取得实
效， 此次湘潭市民政局采用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 委托长沙仁与公益组织发展
与研究中心对项目实施进行培训、 督导
和评估。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斌

年味渐浓，阖家团圆。
2月12日， 暖阳下的双峰县印塘乡

梅子坳村笃庆组热闹不已。 这天， 全组
110余人齐聚组长宁炳炎家前坪， 开开
心心吃团圆饭，热热闹闹享平安年。

“每年的腊月廿七是我们笃庆组全
体组民约定‘大团圆’的日子，大家自发
办宴， 自愿掏钱。 宴席上， 一个都不落
下。”宁炳炎告诉记者，笃庆组共有28户
110余人，年前弄这样的“百人团圆饭”
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并传承了十几年。

“今年，我们将‘百人团圆饭’进行了
创新，饭前不放鞭炮，桌上不摆烟酒，把
省下来的钱捐给抗战老兵、 留守儿童和
五保老人，还在全组群众中倡导‘推进移
风易俗 树立文明新风’。”“百人团圆
饭”的组织者之一、退休教师贺红星告诉
记者。

“开饭咯！”中午12时30分，随着宁
炳炎的一声吆喝， 在厨房忙活的乡亲们

鱼贯而出。不一会，双峰合菜、卤猪脚、
扣肉等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菜就上了
桌。吃完后，村民们却没有着急回家，而
是大家一起动手， 收拾饭桌、 洗碗、扫
地。不到1个小时，场地便清理得干干净
净。

“今天不仅仅是菜好吃，还是大家
聚在一起团圆，这种年味是用其他东西
无法替代的。”收拾完后，嫁入笃庆组20
余年的贺文武感慨道。

最高兴的要数五保老人吴庆云了。
虽然无儿无女，但是在笃庆组这个充满
暖意的大家庭里，他的新年过得并不孤
单。

“目前，像笃庆组一样团结和谐的
村组，在我们印塘乡越来越多了。这几
年，我们下大力气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并开展了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
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工作，充分
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形成自治
合力，助力乡村振兴。”印塘乡党委书记
曹川表示。

长沙举行城市突发安全事件应急演练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王晴
通讯员 张明子 乔雁城）2月12日， 春光
明媚。 记者走进临湘浮标创新创业园一
楼，电商企业“渔我同乐”仓库内，6名员
工有条不紊将浮标打包发货，一旁2名快
递员将已包装好的浮标等渔具搬运到车
上。 打包员刘女士高兴地说：“时下是钓
鱼淡季，但今天已发出800多单。”

渔我同乐鱼具有限公司专门从事休
闲垂钓用品生产、销售，其旗下“民间艺
人”是临湘浮标行业十大著名品牌之一。
2012年8月加入电商平台以来，“渔我同
乐”在天猫、京东均开设了店铺，产品销
售连年大幅增长。如今，该公司发货量多
时， 一天能达到4万单， 少也有近1000
单。2017年1月，该公司入驻临湘浮标产

业园，与众多浮标企业抱团发展，电商平
台销售总额达到3000多万元。

目前， 临湘市开设了约300家淘宝
店， 电商销售占钓具行业销售总额60%
至70%。基于电商行业迅猛增长，该市把
电商联合起来， 成立了钓具电子商务协
会。 协会负责人说：“临湘政府十分重视
浮标钓具产业， 为我们企业提供标准厂
房、政策扶持等一系列优惠举措，我们很
幸运搭上这辆快车。”

近年来， 临湘市大力发展钓具浮标
产业，采取“线上+线下”营销模式，浮标
产业得到快速发展。2017年， 该市钓具
浮标电商运营企业达到269家， 其中入
园企业22家， 全市钓具浮标电商销售总
额超过8亿元，比上年增长30%。

钓具浮标网上跑得“欢”

通讯员 张正吾 莫姝婷

春节前夕， 桃江县城建开发公司党
组书记、总经理袁玫带领机关工作人员，
来到浮邱山乡西峰寺村， 看望和慰问村
里27户建档立卡贫困户。

西峰寺村是一个省级贫困村。2016
年初， 桃江县城建开发公司的党员干部
主动找上门，把该村作为其党建联系点。
袁玫先后8次来到村里，帮助谋划脱贫之
策。近两年来，公司共投入资金76万元，
帮村里硬化道路、 疏浚干渠、 修建机耕
路，并与有关部门联系，解决了200多户
村民生活用水问题， 新增6个电力台区，
完成了村民服务中心配套设施建设，还

争取到100万元国土平整项目资金等。
西峰寺村支书刘俊介绍， 在该公司

帮扶下，2017年村里成立佰盛家庭农
场，开发生态休闲农业产业园，采取“市
场+农场+基地+农户” 模式， 已建成莲
子、泥鳅种养基地150亩，带动贫困户发
展产业，村里有7户贫困户加入了家庭农
场。

至2017年底， 西峰寺村共有118户
371名贫困人口脱了贫。

近两年， 桃江县城建开发公司还采
取建立党建联系点的办法， 先后扶持金
凤山、杨家湾、军功嘴、洋泉湾等村开展
美丽乡村建设，并帮助鸬鹚渡、龙塘湾等
10个村实施了一批产业扶贫项目。

“党建+”帮扶贫困村

孩子放学我来照看
湘潭将在10个社区开设“四点半课堂”

新闻集装箱

笃庆组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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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
市民在欣赏瓷
器艺术品。
傅聪 邹靖方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张杨 龙俐君）2月11日， 辰溪县
刘晓公园广场人头攒动， 该县在这里举
行2018年首场“春风行动”招聘会，来自
省内外的400余家企业共提供岗位8000
多个。刚受聘到县工业集中区一家企业，
火马冲镇的刘红艳高兴地说：“留在家乡
工作，方便照顾家庭，我好开心。”

当天， 洪江区体育中心也是人潮涌
动，在这里举行的“春风行动”现场招聘
会上，来自当地及长沙市望城区的80多

家企业共提供岗位4000余个，涵盖电子信
息、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现代服务业、建筑
业等多个行业，现场求职者排起长队。在外
务工返乡人员陈浩说：“政府想方设法提供
就业岗位，让我们感到好温暖。”

据了解，今年1月初，怀化市就对今年
“春风行动”进行了认真部署，要求各地加
强联系，积极与有关部门及企业开展劳务
协作对接活动。连日来，该市各地均举办了
“春风行动”招聘会，吸引1000多家企业参
加，共提供岗位3万余个。

家门口就业暖万家
怀化组织“春风行动”招聘会，提供岗位3万余个

醴陵收藏名瓷新春展开幕

2月12日晚，衡阳市南岳区举行南岳庙会，赏花灯，看傩戏，品美食，让前来南岳的
游客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活动中的灯会将持续开放至3月3日（正月十六）。

文兰 曹正平 摄影报道

逛庙会 赏花灯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记者 陈昊）2月8日，在海拔
1438米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顺县羊峰山上，州
羊峰山电视调频转播台的工作人员经过紧张调试，10
千瓦调频广播发射机顺利开播。至此，自治州州县广
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工程建设胜利完成，自治州所有
农村信号覆盖地区都可收看到中央电视台12套、湖南
省广播电视台5套、湘西广播电视台1套、本地县市电
视台1套共计19套数字化电视节目， 为全州群众送上
一份新春大礼。

自治州：州县广播电视节目全覆盖

湖南日报2月12日讯 （记者 邹靖
方 ）今天，为期两个月的“2018·醴陵收
藏名瓷新春展”在醴陵瓷谷开幕。来自陶
瓷行业的一流艺术大师、 资深收藏家欢
聚醴陵瓷谷， 共同见证了这一顶级的艺
术盛典。 展览展出清末民初釉下五彩精

品20余件，上世纪五十、六十、七十年代
“红色官窑”精品40余件，醴陵籍中国陶
瓷艺术大师作品40余件。100余件精品，
集中呈现出醴陵釉下五彩从创烧至今百
年历程中， 陶艺家们对于釉下五彩陶瓷
领域的匠心、初心、潜心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