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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彭婷 刘
澜)为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为湘潭“智造谷”发展增
添动力，近日，湘潭高新区出台了高层次人才引进“8
条政策”，向高端人才伸出橄榄枝。

该政策对两院院士和国家千人计划、 万人计划、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专家学者及团队进行真金白银
的鼓励支持。在园区设立院士工作站并进行成果转化
的院士， 给予连续5年、 每年200万元的科研经费支
持；对院士及其团队来园区转化科技成果和创新创业
的，给予连续3年、每年不超过3000平方米的场地租
金全免支持；对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等专家学者及团队来园区转化科技成果和创
新创业的，给予连续3年、每年不超过1000平方米的
场地租金全免支持。

对于优秀科技领军人才、高级技能人才、在园区
创业高层次人才，“8条政策”也从生活津贴、科研专
项奖励、创业项目扶持等方面给予支持。如，高层次
人才可享受两年实际领取薪酬的15%至26%的补
贴；对优秀科技领军人才，给予一次性20万元奖励；
对优秀科技骨干人才、优秀创业人才一次性奖励10
万元；对优秀高级技能人才，一次性奖励5万元；对
来园区创业的高层次人才， 最高给予100万元项目
扶持资金等。

湘潭高新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 今年， 园区将
按照“打造智造谷，建设自创区”的目标定位，努力
打造开放创新的高地、人才集聚的洼地、产城融合
的福地，力争实现国家高新区排名、规模工业增加
值增速在全省园区排名均前进5位， 全市园区考核
排名第一的目标。“8条政策”后，湘潭高新区还将进
一步加大选商聚智力度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欢迎
各类高层次人才汇聚园区，共同实现“智造谷”建设
的重大突破。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李琎）2
月28日，在“2018年湖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娄底早春
行”活动上，娄底市政府与14家省级金融机构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获得2018年到2020年总体授信2365亿
元，全面助力实体经济发展。这也是娄底加大“诚信娄
底”建设的一个重大成果。

活动现场， 湖南五江轻化集团有限公司与招商银
行娄底分行签订了2亿元贷款协议。该公司法人代表肖
安江兴奋地说：“公司近年注重讲诚信，与金融机构合作
良好。有了这笔钱，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科技
水平，实现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当天，18家金融机构现
场与36家娄底企业签约贷款，共计319.5亿元。

近年来，围绕“建设富饶美丽健康祥和新娄底”目
标，娄底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着力培育
和发展实体经济，全力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形成了快
上、快进、快成的项目建设氛围。今年，作为推进7个
“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年，娄底加快构建金融生态
良好城市，着力实施50个省级、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加
快推进300个重大产业项目。 一大批产业项目不断推
进、落地，资金需求十分旺盛。

为吸引更多金融扶持，壮大实体经济，娄底加大“诚
信娄底”建设，打造“投资聚集地”。出台支持金融机构发
展、优化金融生态环境的意见，初步建立起以政府信用为
表率、金融信用为动力、企业信用为依托、公民信用为基
础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健全金融债权维护司法机制、守
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金融稳定协调机制、优
化金融生态环境的长效机制，构建起完备的信用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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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高新区 娄底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王文 王晗 沙兆华）长沙市
中心城区正式进入烟花爆竹“禁放期”，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最高处以500元罚款。长沙市公安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宣布，从3月3日凌晨起，长沙市中心城区一律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将给予罚款处理，阻挠执法将
进行行政拘留。

据长沙市公安局副局长韦树恒介绍，3月3日晚19时
至24时， 长沙市公安局投入警力2000人对中心城区2150
个烟花爆竹门店进行巡查， 查处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案件5
起，行政处罚5人。春节期间，长沙市办理非法运输和储存
烟花爆竹案件15起，行政拘留9人，罚款5人，收缴烟花爆
竹5054件（盘）。

韦树恒表示，下阶段，公安部门将加大对重点时段、重
点地段、重点区域的巡逻执法，重点加强对门店的开门炮、
红白喜事燃放整治查处，对巡逻发现和群众举报的违规燃
放烟花爆竹行为，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举报。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今
日，郴州市好人协会正式成立，旨在助推郴州“好人之城”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创建。

郴州市好人协会是由该市各界先进典型、 道德模范、
劳动模范等自发组成的群众服务型公益组织。当天，郴州
市好人协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
好人协会名誉会长、会长等，刘真茂、雷冬竹当选为名誉会
长，颜新民当选为会长。

近年来，郴州市建立完善“礼遇帮扶好人典型”关爱机
制，积极成立各类志愿者服务组织。目前，全市有70多人入
选“中国好人”“湖南好人”，有各类志愿者服务组织900多
个、注册志愿者78.3万余人，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郴州：
共享汽车亮相城区

湖南日报3月4日讯（记者 颜
石敦 通讯员 陈骏原野）“车身小
巧，操作简单，提速也挺快。”3月4
日， 记者看到由湖南轻轻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投放的首批50辆共享
汽车亮相郴州市城区， 引来市民
一片赞叹。 郴州这次投入使用的
共享汽车为新能源汽车， 续航里
程约150公里。市民可手机下载轻
轻出行APP或微信端进入， 上传
身份证、驾驶证照片，交纳押金，
可下单开车走人。据介绍，今年该
市将有500辆共享汽车上线运
营。

临澧：
言出纪随扬利剑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章剑波 ） 违纪
必问、 问责必严， 有腐必反、有
贪必肃。3月3日，临澧纪委新年
收心扬利剑，对修梅镇财政所原
所长侯某、出纳田某贪污公款案
做出处理， 给予侯某“双开”处
分，田某开除公职处分。这也是
该县纪检监察干部深度融合履
职，落实“两个全覆盖”改革，发
挥巡察利剑作用收到的成效。今
年来，临澧县纪委、监察局还着
力发挥巡察利剑作用，首轮成立
4个巡察组， 对新安镇等8个单
位开展常规巡察。

靖州：
贫困户做保洁员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梁华 ）“现在我
每年能获得政府发放的1万元保
洁工资，加上种植杨梅苗，今年
全家实现脱贫不成问题。”3月4
日，被选聘为靖州苗族侗族自治
县村级保洁员的贫困户杨华友
信心满满地说。今年来，靖州将
精准扶贫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
合，聘请辖区有劳动能力且愿意
从事保洁工作的贫困户当村级
保洁员，实现了精准扶贫和美丽
乡村建设的双赢。目前，像杨华
友这样的村级保洁员全县共有
313名。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通讯员 彭振 记者 杨元崇) 省
内外100余家大中型企业提供近10000个就业岗位供保靖
县求职者选择。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济南市、长
沙市、浙江岱山县合办的2018年“春风行动”联合招聘会
保靖专场，在该县人民广场举办。

招聘岗位涉及矿产加工、电子信息、绿色环保等多个
行业领域。据统计，保靖县共有劳动力16.2万人，其中外出
务工人员达7.5万人，包括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2.7万人。近
年来，保靖县推进就业扶贫，深化劳务协作脱贫，着力帮助
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科学化、 组织化和有序化转移就业，
力求实现“转移一人、脱贫一户”的工作目标。

这次招聘会，保靖县工业园区19家本地知名企业来到
现场广招才俊，并提供了2000余个就业岗位，备受求职者
青睐。 家住保靖县长潭河乡尧洞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龙
胜，欣喜地告诉记者：“我两个儿子都在上学，父母患病卧
床。以前在外地务工，常常担心家里。这次在县城找到一份
工作，可以兼顾家里，真是太好了！”

湖南日报3月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刘江）在浏阳，农历正月、二月都
有请人吃“春饭”的习俗，将一年的美好
祝愿寄托在这顿饭中。今天，在浏阳市食
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浏阳市商
务局的指导下， 浏阳市餐饮行业协会组
织浏阳城区及大瑶镇、 高新区等地的36
家餐饮企业， 邀请全市千名一线环卫工
人吃“春饭”，让他们在忙碌中享受一份
短暂的休闲，感受吉祥与喜庆。

中午11时半，身着橙色工作服的环卫
工人陆续到来，热情的酒店工作人员将他
们迎接到饭桌前。 一道道菜肴摆满了桌
子，璀璨的灯光、热气腾腾的饭菜与橙色
环卫服交相辉映，朴实的环卫工人脸上写
满了幸福的笑意，他们相互祝福、碰杯，场
面温馨又热闹。今年59岁的李岳辉是醴陵
人，在浏阳从事环卫工作已有七八个年头
了， 负责浏阳河六桥路段的清洁工作。这
是他第3次收到邀请来银天大酒店吃“春

饭”，他说，现在社会各界人士越来越关心
环卫工人，这不仅让他们倍感温暖，也让
他们在工作中更有干劲。

当天，银天大酒店、南兴食府、湖湘
达人、半亩田饭店和大瑶、高新区等地的
32家餐饮店都为环卫工人免费提供饭菜
茶水。

据了解， 浏阳市餐饮行业协会已经
连续3年组织爱心餐饮机构开展请环卫
工人吃“春饭”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云雄

春暖花开，阳光柔美，江永县上甘棠
千年古村游人不断。“这些祖训真好，如一
面镜子， 给后人以鞭策与教诲。”3月4日，
几名外地年轻夫妇带着他们的小孩，在上
甘棠村博物馆专心细品着《祖训十条》。

上甘棠周氏族人世代繁衍1000多年，
延续至今已有40多代。 博物馆讲解员说，
千余年来， 上甘棠村共出七品以上官员
100余名，其中进士11人，举人、秀才不可
计数。虽然他们的为官时期不同，但都清
廉爱民。这些卓异功德，源于上甘棠人祖

祖辈辈以《祖训十条》为准则教育子女。
《祖训十条》形成于何时？目前已难

考证， 应该是经过祖祖辈辈的不断补充
完善。流传至今的全书已是破旧不堪，笔
墨有些模糊，却是字字珠玑、令人赞叹。
其内容分为：敬奉祖宗、孝顺父母、友爱
兄弟、尊敬老成、严别男女、教训子弟、勤
治基业、早完国课等十则。

上甘棠人世代以《祖训十条》为立身
之本。今年70岁的退休教师周九盛说，上
甘棠500多户村民和睦相处，有事相互照
应。“上世纪80年代刚承包田地那几年，
我在外地教书。 我妻子带着3个小孩，种

了4亩田，每年犁田、插田、收割的时候，
乡亲们都主动来帮忙。我现在退休了，要
为村里多做些公益， 利用寒暑假辅导村
里小孩， 讲前辈故事， 教育他们如何做
人、做事。”

上甘棠村是湖南省纪委挂牌命名的
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这里的廉政廉洁、孝
道文化正在向世人传播。每逢节假日，机
关干部、 学校师生纷纷前来接受心灵熏
陶、道德洗礼。上甘棠《祖训十条》跟村头
碑廊上的石刻“忠孝廉节”、81个“他”字
歌一样，给人很深的感悟，播撒了传统孝
道文化的正能量。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邓锦庆

3月3日，天蒙蒙亮，戴建寅就忙碌起来：背着瘫痪在床
的妻子上厕所，打来洗脸水帮她洗脸，小心翼翼地为她梳
头，然后喂药、打扫庭院、煮饭……直到给妻子喂完早饭，
戴建寅才有空停下来歇一歇。

戴建寅今年已经83岁了，虽然身体还硬朗，但儿女们
不忍心父亲这般操劳， 多次提出由他们轮流照顾母亲，可
戴建寅就是不同意，他说现在自己还能照顾妻子，不需要
儿女们操心。

“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这40多年，是他给我的，下
辈子我当牛做马也要报答他。” 妻子朱春娥对丈夫是既感
动又心疼，说自己上辈子肯定是修了什么福，遇到戴建寅
这样的好丈夫。 而戴建寅45年来无微不至照顾妻子的事
迹，也在当地传为佳话。

1939年出生的朱春娥，在1973年先后患上了胃病、腰
病、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虽然经常服药，但收效甚微，导
致行动艰难， 丧失了劳动能力。1990年冬季又雪上加霜，
突然中风， 在医院抢救后虽然保住了性命， 却瘫痪了。从
此，戴建寅当起了病瘫妻子的全职保姆，不仅要照顾妻子
的日常起居，还得帮她翻身、按摩等。

病床上的朱春娥食量大，大小便比平常人多，戴建寅
就每天背着比自己还重的妻子几次往返于厕所，从来没有
不耐烦过。夏秋季，妻子怕热，经不起大风，戴建寅就买回
微型电风扇，碰上停电就一连几个小时用蒲扇为妻子扇风
解热；冬季怕妻子冷，他就在妻子床边烧起煤球炉升温，晚
上将妻子双脚紧紧抱在自己的胸膛上提温。听说野三七拌
猪脚炖汤治瘫痪有效果， 戴建寅就经常去离家10公里远
的猪婆山采挖野三七回来，有时摔得青一块紫一块。儿女
们心疼老父亲，劝他别去挖了，但戴建寅坚信多吃几年总
会有效果的。

村民们见戴建寅80多岁了还这样无微不至地照料妻
子，就劝他由儿女们“接棒”或者请个保姆算了，但是他坚
决不同意。他说：“我们是夫妻，她为我生儿育女，我照顾她
终老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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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名环卫工吃“春饭”

千年“祖训”育后人

长沙中心城区
禁燃烟花爆竹

违规燃放最高罚款500元

郴州好人协会成立

百家企业提供万个岗位

老百姓的故事

你为我生儿育女
我保你终老一生

3月4日，航拍衡阳县库宗桥镇华山村油菜田里的一个直径达236米的“太极”图案。该图案由种植的油菜花、小麦及肥田草组成。
随着近期持续的晴好天气，衡阳县76万亩乡村田间油菜花相继盛开，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欣荣 摄影报道

油菜地里“太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