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李
泰卢） 一季度，长沙高新区
新引进“500强企业”项目4
个（“500强企业”项目是指
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和
民营500强三类企业在湘
新投和新增的投资项目），
居全省各园区之首。 4个项
目分别为：清控（长沙）创新
基地、中兴通讯终端产业项
目、中国长城总部基地及产
业化项目和杉杉能源10万
吨锂电动力电池材料基地。

在长沙高新区中电软
件园，上个月开工的中国长
城总部基地及产业化项目
正加紧建设。中国长城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
总裁戴湘桃介绍，该项目计
划投资51亿元， 将全面整
合中国电子旗下军工优势
产业资源，建设中国长城总
部基地，未来还将持续加大
投资。该项目是今年新签约
的项目，预计明年厂房建设
完工，企业可实现入驻。

总投资200亿元的杉
杉能源10万吨锂电动力电
池材料基地，是长沙高新区
今年以来最大的新引进项
目。 记者在项目现场看到，
土地平整基本完成，钻机正
在有序作业。湖南杉杉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
总经理张炯介绍，该项目总
用地面积约1200亩， 其中
一期项目用地约219亩，主
要生产三元材料、 钴酸锂、
锰酸锂等锂离子电池正极
材料， 预计到一期项目8月
份主体可竣工，11月底可

实现投产。 该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产
能达10万吨，年产值200亿元。

据介绍，目前长沙高新区加紧对接的
“500强企业”项目还有中电熊猫麓谷产业
园、中国电科麓谷智能制造产业园、中国
通号长沙产业园二期、华润医药湖南总部
及物流园、五矿长远锂科储能材料生产基
地等。

衡东铜锣湾
项目签约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周健）5月13日， 衡东县政府与香
港铜锣湾集团正式签约， 由香港铜锣湾
集团投资22亿元， 建设衡东铜锣湾城市
综合体及文旅项目。

据介绍， 衡东铜锣湾城市综合体及
文旅项目， 主要是县城老城区城市综合
体及河西新区文旅综合体项目。 其中，
老城区城市综合体项目包括购物中心、
生活超市、 电影城、 儿童职业体验城、
酒店式公寓等， 力求打造全县体量最大、
业态最全、 体验最好的城市综合体； 河
西新区文旅综合体项目主要包括港澳风
情街、 海洋馆、 历史文化墙、 沿河景观
带等。 建设铜锣湾城市综合体及文旅项
目， 对提升衡东县城城市品位、 推进城
镇化具有重大意义。

产业项目涌三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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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邓永松

有情不怕人穷，有心不怕路远。
5月6日， 沅陵县二酉乡施溪村

大雨倾盆，溪水陡涨。但恶劣天气没
有阻挡住扶贫的脚步， 长沙步步高
置业有限责任公司30余名高管冒雨
进村“认亲”。

“认亲”仪式上，公司人员与贫
困村民挨着坐，雨中主客相互打伞，
身子越挨越近，双手越牵越紧，话语
越聊越亲。

公司副总裁周梁与贫困户姚元
林家结对，得知这个6口之家因为有
人患病、 小孩读书等致贫， 非常同
情，当场个人资助4500元。

残疾贫困户张成宏的帮扶人因
事没有来， 但1500元帮扶资金托人
送上了门。 张成宏感激不尽， 挽留
“亲戚”吃碗面再走。

“老乡，留个电话吧，以后我们
就是‘亲戚’了，有什么困难打电话
给我。”公司帮扶人谢瀚华叮嘱贫困

户向发胜。
“穷在深山有远亲，不是亲人胜

似亲人。”谢瀚华感慨地说，施溪村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无赚钱门路，
穷根子深，村民盼脱贫望穿双眼。

今年， 省委办公厅扶贫工作队
驻村扶贫，村民看到了希望。这次，
省委办公厅当“红娘”，牵手步步高
公司，实施“1+1”爱心帮扶“千人计
划”，施溪村是受益村之一。

根据计划，步步高公司高、中级
管理人员与施溪村27个特困户结成
“一对一”帮扶对子，每年至少上门
走访一次。扶志、扶智、扶业同步开
启，公司在施溪村建立“小树苗”青
少年读书角， 定期为贫困家庭学生
捐书。 明年， 步步高沅陵超市将开
业， 承诺优先安排贫困家庭成员就
业，并借助其销售平台，包销当地农
产品，扶持发展特色产业。

“‘步步高’ 结对帮扶‘干货’
多！” 村支书陈洪福说， 认了这门
“亲”，穷村会快富。

精准扶贫在三湘
结对帮扶“干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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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民生桥
5月15日，嘉禾县老麻地大桥重建工程，工人在架设预应力混凝土T梁。该桥服务周边五村的3000余名群众。

2015年11月被洪水冲垮后，于2017年7月开工重建。新桥长282米，宽9米，预计今年底完工。 黄春涛 摄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兰志荣） 今天，省
审计厅发布消息， 今年将对15个
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实施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任中）审计，标志
着这一审计工作在我省全面铺开。

据介绍，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
（任中） 审计重点反映被审计地
区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履行自
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情况及其他相关事项，重
点审计领导干部贯彻落实中央
和省委、 省政府生态文明建设方
针政策和决策部署的情况、 自然
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遵守情况、 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决
策情况、 目标责任完成情况和监
督责任履行情况等方面。

为确保审计全面准确， 此次

审计将充分运用大数据，省审计
厅已与有关单位达成合作，在土
地资源、矿产资源、森林资源、地
表水系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利用卫星遥感测绘等地理信
息技术、中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
地理国情普查数据进行审计取
证。

该项审计将于7月20日前结
束现场审计。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兰志荣） 今天，省
审计厅宣布，正式启动今年全省党
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
人员经济责任审计。

今年， 经济责任审计将围绕4
类领导干部展开：县市区党政主要
领导干部、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主
要领导干部、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

高等院校主要领导干部。
该项审计主要聚焦三方面，包

括重大政策措施和决策部署的落
实情况；财政财务收支、专项资金
安排拨付、公共资源交易等重大经
济事项的决策和实施情况；作风建
设和廉洁从政相关规定遵守情况。
通过审计，客观评价领导干部履职
用权情况，为选人用人提供可靠可

用依据。
目前， 省审计厅已经组成33

个审计组，将对15个县市区党政
主要领导、4家企事业单位主要
领导、4个市州审判机关和4个市
州检察机关主要领导、2个市州
审计机关负责人和4所高等院校
主要领导干部，开展经济责任审
计。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记者
张斌）5月14日上午，省直单位机关
纪委业务培训班在长沙开班。这是
自去年省直单位机关纪委实现全
覆盖后开展的首次全员业务培训。

培训班为期5天， 主要目的是
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大精神， 适应新形势新体制新要
求，进一步提升省直单位机关纪委
的履职能力、 监督执纪工作能力，
加强省直机关纪检干部队伍建设。

省直工委常务副书记龚凤
祥作开班动员和专题授课。他从
纪检干部、纪检工作、纪检机关
三个方面阐述了机关纪委建设

的特质、任务、要求，以及纪检干
部的初心和使命，要求将机关纪
委打造成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强
战斗堡垒和前沿阵地。

此次培训，内容从政策理论课
程到业务知识解读，形式分课堂教
学和分组讨论，由省纪委相关室主
任作专题授课。

我省全面铺开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今年将对15个县市区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实施审计

全省经济责任审计启动

省直单位机关纪委业务培训班举行

� � � � 湖南日报5月15日讯 （通讯员
李川 记者 李秉钧）5月13日， 郴州
市苏仙区良田镇大虾尾村和二渡水
村近百户贫困户， 排队领取了区畜
牧兽医水产局免费发放的10万尾优
质“禾花鱼”苗。现场不少村民围着
技术人员，询问投放鱼苗、养殖管理
中的注意事项。

该区畜牧兽医水产局局长邓小
清介绍，苏仙区海拔500米以上的高
山贫困村有18个。 为帮助村民尽早
摘下贫困的帽子，该区因地制宜，从
2016年起， 免费为高山贫困村发放

鱼苗， 鼓励贫困户发展“高山禾花
鱼”产业。按照每亩田投放3.5公斤禾
花鱼苗计算，等到稻子成熟，一亩田
可产出15公斤左右禾花鱼。 按收购
价每公斤80元算， 每亩田可为村民
增加收入1000多元。

如今，“高山禾花鱼” 成为了苏仙
区贫困山区精准脱贫的重要产业。去
年，该区免费发放禾花鱼苗55万尾，总
产量6万公斤，为村民增收450多万元。
今年， 该区向贫困户分批发放60万尾
禾花鱼苗， 发展“高山禾花鱼” 养殖
2500亩，可为村民增收500万元以上。

高山“禾花鱼”
“游”进贫困家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经济发展转型非一日之功。目前，

虽然我省在通往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尝到了甜头，
但未来之路依旧任重道远、 困难重重。
为什么有这种“远”与“难”？很重要的一
点， 是因为必须直面眼前利益的取舍，
承受转型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阵痛”。

开弓没有回头箭。 坚定沿着新
发展理念指引的发展之路走下去 ，
需要全省各地做好“破”与“立”的文
章， 坚持破除旧动能与培育新动能

“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在淘汰落后
产能上做 “减法 ”，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腾退化解旧动能，破解无效供给，
另一方面做好培育新动能的 “加
法”，既“有中出新”加速传统产业的
更新升级 ，又 “无中生有 ”培育新兴
产业，加速构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换道超车。

“绝美的风景， 多在奇险的山
川。” 只要我们保持足够的定力，挺
过艰苦的 “阵痛 ”，就一定能迎来湖
南高质量发展的光明前途。

�荨荨（紧接1版②）天气炎热时，湖水臭
气熏天。当地村民意见很大，认为这
么好的环境给毁了，太可惜了。

近年来，津市对毛里湖污染问
题开展史上力度最大的整治，将水
域功能类型调整为饮用水源，全面
禁止投肥养殖，并拆除湖体中全部
网箱、 围栏及周边藠果加工企业，
退塘、退养，退还水面1.5万多亩。
同时，推行“四圈共治”，包括决策
圈、治理圈、保护圈、生态圈，即将
毛里湖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作
为津市“一号工程”推进，以提质、

涵养、恢复为治理重点，实施防洪
排涝、环境卫生、畜牧养殖、环湖流
域4个方面“保护网”体系治理，开
展“十万乔木绿津城”等生态绿化
活动， 为毛里湖建立绿色保护屏
障。

目前， 毛里湖已获批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 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
点单位。 但彭敏并不就此满足：“让
毛里湖的水质达到I类， 才能算真正
恢复到了原生态， 真正守住了绿水
青山。这个过程可能漫长，但是，我
们正朝这个目标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