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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周云武 陶芳
芳 易亮明） 年产300万支铝轮毂的中信
戴卡二期进入关键施工阶段，年产2000
多万台华为手机的伟创力长沙智能制造
产业园过渡厂房9月投产……近日，记者
实地走访了望城多个项目工地， 见项目
施工现场工程车穿梭、塔吊林立，各大项
目建设热火朝天、有序推进。

望城区将今年定位为“产业发展突
破年”， 全面发力打赢产业项目攻坚战。
该区一方面突出产业项目建设， 集中力
量抢进度。 在位于望城经开区内的伟创
力长沙智能制造产业园过渡厂房施工现

场，记者看到，工地入口处的展板上，“倒
计时50天”几个大字赫然在目，800多名
工人正加班加点奋力赶工。据介绍，该产
业园总投资50亿元，总用地620亩，首期
建设年产4500万台手机智能终端、智能
终端电源等产品的生产基地。按照计划，
项目过渡厂房要在今年9月1日前实现20
条生产线全部到位；新建厂房要于明年4
月30日建成达产。为保项目如期竣工，项
目部还设立了建设进度奖惩制， 最高可
罚款5万元。

同时，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该区
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该区实行重大项目

代办、一般项目帮办，实现22项审批事项
上网运行，并制定标准化行政审批图，建
立健全限时办结常态化机制等。现在，新
设立企业的办照时限由原来的7个工作
日缩短至2个工作日，施工许可证核发时
限也大大缩减。 此外， 该区还从要素保
障、 企业帮扶、 建设环境整治等方面入
手，全力优化服务抓速度。

通过各项优化举措，望城区各
大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加速赶超。
中信戴卡园区一期启动建设至投
产，仅7个月时间，成为同产能规模
建设最快速度；TDK新视电子一期

来势看好，预计今年实现2亿只手机摄
像头音圈马达的交货量； 中粮中茶综
合产业园正进行主体建设， 苏宁云商
掀起建设热潮……据了解，今年，该区共
铺排重大项目145个，截至5月初，全区新
建项目开工率达40%以上， 续建项目复
工率达98%以上。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进科 李荟蓉）“我们在临武县
投资的碳酸钙产业项目， 审批等事项由
县里全程代办， 项目推进速度很快。”近
日， 湖南高视伟业碳酸钙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人介绍， 该公司计划用5年时
间， 将临武县水东镇打造成碳酸钙产业
小镇和特色旅游小镇。

临武县境内碳酸钙储量大、品质优，
大理岩总储量超过10亿吨， 其碳酸钙含

量大于97%， 是加工纳米碳酸钙的理想
原料。去年，该县把碳酸钙产业列为6大
支柱产业之一， 成立了碳酸钙产业发展
指挥部， 并多次组织人员到广西贺州与
广东连州、肇庆、江门等地，考察碳酸钙
产业发展情况。去年9月，该县与深圳高
视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就发展碳酸钙
产业签订投资合作协议，计划5年投资50
亿元，建成“一园三区”，即碳酸钙产业
园与资源开采区、精深加工区、关联产

业区。去年12月底，高视伟业在临武县
创办湖南高视伟业碳酸钙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并与宜章玉溪石米集团有限
公司签订了年产100万吨碳酸钙精深
加工项目。

今年初， 临武县制定碳酸钙产业发
展5年行动计划，提出“一年打基础、两年
上台阶、 三年大发展、 五年打造百亿产
业”的发展目标，从中高端产品入手，以
新技术、新工艺和先进装备，生产纳米级

新材料等产品， 创建国家或省级研发平
台与高新技术企业， 打造区域碳酸钙加
工生产基地。目前，该县已完成碳酸钙产
业园总体规划编制、园区测量等工作，园
区一期2.8平方公里“七通一平”等基础
设施建设在加快推进。另外，园区一期投
资6000万元建设的碳酸钙精深加工项
目， 今年3月开始建设2条年产70万吨生
产线，今年9月可投产，预计可年创产值
10亿元、利税1.5亿元。

韶山红色旅游服务
标准化示范项目启动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曾洁）今日，

国家级韶山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启动暨动员大会
在韶山召开。

根据《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经各地推荐、答辩评审、社会公示，全国共有11个项目
入选2018-2019年度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其中，

“韶山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为我省唯一入选的示范项
目，湖南省韶山管理局为该示范项目承担单位。

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示范项目以加强规范管理和提高
运行质量为目的，通过引进标准化建设理念，发挥标准引领
作用，逐步建立以红色教育为主导、以规范服务为核心、以
提升效能为重点、以监督制约为保障，以吃、住、行、游、购、
娱、教为一体的标准化综合服务体系。

据了解，示范项目为期两年，将通过标准化精品展示、
实践验证、创新研究、宣传培训4项任务，巩固试点成果，推
广试点成果经验，进一步健全并持续改进服务标准体系，提
升红色旅游服务标准化水平， 建立和完善红色旅游景区服
务标准与工作规范， 将韶山红色旅游服务业打造成全国红
色旅游服务业标杆。

对“两新”组织党员
开展定期培训与教育
株洲建成一批讲习所、讲习点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龙明才）“园

区讲习所是为我们‘两新’组织党员建立的一个学习交流的
新家。”5月14日，炎陵县恒鑫毛刷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
负责人杨传富谈起在讲习所学习的感受时说。

日前，炎陵县九龙经开区成立“两新”组织新时代党员
群众教育培训讲习所，并进行了首期宣讲。

为解决“两新”组织党员开展经常性教育的问题，今年
来，株洲市牢牢抓住工业园区党建这一关键点，在非公企业
组织党员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建立讲习所， 在企业党支部
建立固定或流动讲习点，采取“专家导学、干部领学、能人传
学、乡贤讲学、实用操学”方式，定期组织“两新”组织党员进
行党性教育和技能培训， 主要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纪党风、政策法规、文明修养、实用技术
等，以提升党员素质、夯实党建基础、促进企业发展。

目前，株洲市依托工业园区，已建成讲习所8个、固定及
流动讲习点140个， 开展学习教育宣讲活动200余场次，参
与培训的“两新”组织党员群众达6000余人次。

高科技项目“斗法”
雨花区举办首届

创新创业大赛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晗）扫

描二维码付款后， 不到4分钟，“贴膜大
师”机器人就会给手机屏幕穿上一件“新
衣裳”；夜间或白天能见度很低时，智能
交通标志牌就会自动发光……5月10日，
长沙市雨花区首届产业创新创业大赛
（创客中国雨花赛区）决赛举行，从200多
个报名项目中脱颖而出的24个项目参加
决赛， 决赛项目涵盖人工智能、 智能制
造、 移动互联网、 新能源等多个前沿领
域。

创新创业，圆梦雨花。近两年，雨花
区“双创”工作多点开花，每年财政投资
500万元，专项扶持创新创业项目，先后
带动建设了阿里巴巴创新中心、 亚马逊
AWS、中国（长沙）创新设计产业园、夸
克仓库等11个创业孵化基地。目前，区内
创客空间估值（含入孵企业）约18亿元。
今年，该区将继续开展“星创同行·五彩
雨花”双创嘉年华和多层对接系列活动，
进一步聚合创新要素，搭建好创业平台。

� � � �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王晴 通
讯员 吴巍伟 张凭栏）近日，当你来到华
容县的乡间， 目光一定会被一片片风格
迥异、 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新建民居吸
引。墨山铺、松木桥、莲花堰……星罗密
布的“一村一品”村民集中规范建房点建
设火热，迸发出蓬勃生机，为正在全面推
进“空心房”整治的华容乡村添上了一抹
亮色。

今年， 华容县在践行乡村振兴战略
中精准发力，通过将“空心房”整治与美
丽乡村“一村一品”村民集中规范建房有
机结合，坚持“拆、建、管”并重，以新建村
民集中住房点促进“空心房”拆除加速，
又以拆除“空心房”为集中建房拓展建设
空间， 让广大农村百姓切实享受到加快
发展带来的实惠。

为确保每个集中建房点既能设施齐

全、宜居宜业又各具特色“乡韵”，华容县
坚持在“拆”与“建”中规划先行，因地制
宜，不挖山、不填塘、不毁林。每个集中建
房点均建有包括医务室、便民超市、阅览
室、娱乐活动室、村民大舞台、体育健身
广场在内的村民综合服务中心， 以及村
民红喜事承办点、幼儿园、小菜园、生物
治污池等基础设施，保持水土风貌不变，
乡村气象焕然一新。

七旬劳模耕田忙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米承实 宋朝良

头天晚上一场雨，让宋先钦很兴奋。
5月12日早上，查看秧苗长势后，他驾着
旋耕机去耕田。

走到离家约1000米的田边， 宋先钦
挽起裤脚下了田。柴油机“突突……”叫
了起来，宋先钦手扶旋耕机，麻利地开始
耕田。

宋先钦是辰溪县后塘瑶族乡莲花村
老支书，先后荣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
德模范和“感动中国”人物提名奖、省道
德模范、省优秀党员等。现在虽然年过七
旬， 但他和老伴依然耕种着10余户村民
的28亩撂荒田。 去年收稻谷1.5万余公
斤，加工糯米和糍粑收入就有5万多元。

“今年种了多少田?”记者站在田埂
上问。“面积和去年差不多。”宋先钦说。

问他为何要替别人种田， 宋先钦介
绍， 一来自己是农民， 一辈子以种田为
生；二是经历过饥荒之年，不忍看到粮田
抛荒。“田荒在那里太可惜了， 心痛。”宋
先钦说，多打点粮，心里踏实。

“老宋真厉害，种那么多田，都是老
两口犁田打禾。”70岁的邻居舒昌四说起
宋先钦，竖起大拇指。

宋先钦将约0.7亩的田犁好耙好后
就回家了，开始在自家的菜板（砧板）加
工厂忙碌起来。菜板厂是他创办的，他还
获得了国家新型实用专利。宋先钦介绍，
菜板厂现在交给大儿子打理，年产菜板3
万个，多在本地销售，有1万多个销往怀
化。

“我的主业是种田。今年雨水少，但
无论如何也要把田种好， 不能让田荒
了。”宋先钦坚定地说。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谭丽 陈娟

“减负扶贫兴国策， 党的恩情暖民
心。”这是5月9日记者在湘潭市雨湖区姜
畲镇易建河村李富湘家采访时看到的一
副对联。他告诉记者，通过村干部和农业
科技公司的协同帮扶， 凭借种植湘莲和
养鱼，现在年收入近10万元。如今，他全
家住进了新房，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今年38岁的李富湘，曾经是村里有名

的贫困户。2001年父亲查出患尿毒症，让
这个本来就困难的家庭背负了不少债务。
10多年来，他靠在村子周边和外地打工勉
强维持生计。2016年初， 姜畲镇党委书记
刘大鹏走进了李富湘家里，帮他谋划产业，
并以个人名义为李富湘担保贷款3万元作
为启动资金。参考了许多农业发展模式后，
李富湘选择了鱼莲共生立体种养模式。

“幸得菁苹果生态农业科技公司给
予的技术指导， 不然现在我还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呢。”李富湘说，菁苹果公司技
术人员教给他许多方法。此外，该公司还
与自己签订了代销合同。 有了底气的李
富湘， 将湘莲种植和鱼类养殖规模从18
亩拓展到了近60亩。

日子越过越红火， 但李富湘致富不
忘乡邻。 他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的种
养技术传授给村里的贫困户。

李富湘对未来充满了憧憬， 他计划
在家里搞农家乐。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5月12日，雨后初晴，花香扑鼻。新化
县奉家镇百茶源村的山岗上，60岁的卢
圣银正在搭建标准化牛棚。 他满怀豪情
地告诉记者：“我以前冲锋陷阵从不落
后，在脱贫攻坚战中也要冲在最前面!”

村主任刘益南介绍：“卢圣银是1979
年参战老兵，立过三等功。作为村里脱贫
致富带头人， 他去年第一个主动递交脱
贫申请，率先脱贫摘帽，成为‘人穷志不
穷，脱贫靠自身’的典范。”

1981年， 卢圣银退伍回家从事农业
生产。因建房、家人生病，加上人均只有
0.15亩稻田，他家一直十分贫困。

2010年，村里准备修建公路，打通

山村与外界的障碍。资金不够，村里鼓励
村民踊跃捐款。村民们都很支持修路，但
谁也不愿意带头出钱。“修通了路， 就打
开了致富门，再苦再累我都支持。”卢圣
银二话不说， 回家卖掉了自留地里的杉
树，凑出10000元，第一个捐款。

2014年，经反复核对筛选，村民和村干
部一致推荐他家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一向坚
强的卢圣银却第一次在村民面前流下了眼
泪。他说：“戴上‘贫困帽’能得到国家救助，
我并不高兴，反而很难过。参军卫国，到年老
却还要给国家拖后腿，实在不应该。”

结对帮扶人、 村干部刘桂香送来了
“及时雨”：“贫困户养一头牛能获得300
元补贴，而且有技术和防疫服务，产品包
销。”有养牛经验的卢圣银眼睛一亮：“山

上草木众多，不愁喂养；有资金奖补和全
程服务，还不用担心销路，能成!”

2015年， 卢圣银找子女和亲属筹集
资金，建好简易牛栏，买了8头种牛，当起
了“牛司令”。他还加入了村里黄牛养殖
专业合作社，学习养殖技术。去年，村里
对脱贫情况进行统计时， 卢圣银第一个
递交了脱贫申请。目前，卢圣银养牛规模
达20头，价值15万余元。

今年，村里落实环保要求，对养殖业
污染进行专项治理， 要求建设标准化牛
棚，并对牛粪进行处理，卢圣银又是第一
个行动的。他说：“我是退伍军人，一切行
动听指挥，一定按政策落实。”他在远离
住宅区的山岗上，新建标准化牛棚，准备
再扩大规模，打一场勤劳致富的攻坚战。

邵阳面向全国招贤纳士
湖南日报5月14日讯（记者 蒋剑平 通讯员 周剑锋）近

日，邵阳市发布求才信息，计划面向全国引进65名高层次人
才。5月16日起接受报名。据悉，此次人才引进的目标对象为
具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或有高级职称者。据悉，
对引进的具有正高专业技术职称或全日制博士学历学位的
人才，将给予50万元补助，分5年发放到位；对急需紧缺岗位
人才，将给予30万元补助，分5年发放到位；对具有硕士学位
或双学士学位的人才，将给予6万元补助，分3年发放到位。

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今年新建项目开工率达40%以上

打造百亿碳酸钙产业
计划5年投资50亿元建成“一园三区”

空心房“下岗” 新民居耀眼

鱼莲共种养 走出致富路

老百姓的故事 老兵新“战场” 脱贫不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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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43854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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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14日

第 2018127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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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514 1040 534560

组选三 390 346 134940
组选六 0 173 0

0 02

峭壁
种草
5月14日，通道

侗族自治县临口风
电场公路边峭壁
上， 几名妇女在种
草。 该公路通往各
个风力发电塔筒，
全长约40余公里。
为防止公路滑坡，
提高绿化美化和旅
游观光效果， 该电
场采用拉网、 铺膜
等工艺， 在峭壁上
种草。 尹序平 摄

望城

临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