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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文华明）“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我们家评上‘十星
级文明户’了！”5月28日，祁阳县观音滩镇八尺村村民
陈小英兴冲冲地在电话里对儿子说。 据该村村委会主
任吴先详介绍，如今，村里人都以获评“十星级文明户”
为荣。

去年来，祁阳县在推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积极
创新形式,大力开展“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他们把
精神文明的各项目标，细化、量化为爱党爱国、遵规守
法、环境卫生、诚实守信、孝老敬贤、团结友善、勤劳致
富、科教文体、生态文明、计划生育等10项内容。通过评
定，农户有几项内容做得好，就授予几颗星。对获评5颗
星以上的农户，给予表彰奖励；对获评“十星级文明示
范户”的农户，在小额贷款、子女上学、就医体检、旅游
观光等11个方面给予优惠。 文明铺镇新塘角村雨棚制
作专业户倪新苗家评上“十星级文明户”后，有一次赶
订单缺少买材料的钱， 向县农商行申请5万元小额贷

款，两天就批了下来，还获得比标准利息低30%的优惠
利息。目前，全县共评出“十星级文明户”1万户、“十星
级文明示范户”1000户。

在“十星级文明户”创建活动带动下，祁阳县85%以
上的村制定、完善了村规民约，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
德评议会、禁毒禁赌会、红白理事会。很多村还自发开
展“最美家庭”“十佳好媳妇”等系列评选和“邻里守望”
志愿服务等活动，有力促进了农村风气好转。目前，全
县已有1个村获评全国文明村，3个村获评省级文明村，
5个村获评省级新农村示范村， 并创建生态文明村173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55个、人居环境整治重点村69个。

乡村振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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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王总，不好意思，我们这里的竹筒酒卖完了，今年的新
酒还要等半个月。”近日，在郴州市苏仙区飞天山镇两
江口瑶族村， 村民李春接完电话后乐呵呵地说， 自从
“苏仙电商扶贫小店”开进村里，线上、线下销售，让竹
筒酒变成了“香馍馍”，去年他家纯收入达7万多元。

李春说的“苏仙电商扶贫小店”，是苏仙区商务局
联合区供销社建立的一个电商服务平台， 其实体店面
积虽只有30平方米，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生意很
快好起来。记者看到，其“线下”店的货架上摆满了村里
的土特产，有小溪豆腐、竹筒酒、蜂蜜、干笋等，而“线
上”的网店图文并茂，充满魅力。

为破解贫困户农产品销售难，去年，苏仙区在飞天
山镇两江口村、良田镇菜岭村等15个村建起了“苏仙电
商扶贫小店”， 同时联合郴州仙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苏仙区农产品商城微信平台和苏仙区助农电商平台
等，免费为区里贫困户、扶贫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农产品进行推广和销售，并引导农民在阿里、京东
等第三方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线下，又积极对接生源集
团、步步高等大型商场超市，设立“精准扶贫农产品销
售专柜”，打造上联生产、下联消费者的扶贫产品供应
链。

“线上”“线下”结合，苏仙区农产品畅销海内外。今
年1至4月，全区农产品销售额突破2100万元，同比增长
22.3%，受益贫困户有6700多户。仅郴州仙草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就与区里91家专业合作社签订合作协议，结
对帮扶60多户贫困户，每天“线上”销售农产品3000多
单。郴州市生源商业集团八一路店一家超市，主要销售
栖凤渡鱼粉、高山菊、苦笋和土鸡土鸭等，去年销售额
近80万元。

新塘角村：
芋香拓宽致富路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何顺 龙艳丽

“发工资了！”5月24日中午，祁阳县文明铺镇新塘角村
活动中心， 祁阳天子龙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人给在基
地务工的村民发放工资。

今年53岁的村民陈顺伍领到4000元工资， 笑得合不拢
嘴。陈顺伍的妻子长年患病，是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2016
年起，陈顺伍到合作社基地务工，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摘掉
了贫困帽。

和陈顺伍一样，合作社基地50多名务工村民，以前都是
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到基地务工后，他们每人每年可以领
到3万元左右工资，都摘掉了贫困帽。

祁阳槟榔芋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上世纪90年代，新塘
角村曾大面积种植祁阳槟榔芋。

2000年以后，因为销路和价格不稳定等原因，新塘角村
大部分村民不再种槟榔芋，可又找不到别的致富门路。2014
年，该村被定为省级贫困村。

2016年，从事蔬菜贩运的祁阳县经济能人李德纯，看中新
塘角村种植槟榔芋的传统优势， 认为只要把种植规模搞上去，
槟榔芋产业一定能做大做强。于是，李德纯以新塘角村为基地，
流转土地1000多亩，成立天子龙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种植槟
榔芋。他还把村里留守人员、贫困村民，安排到合作社务工。

很快，规模经营效益显现。2016年，除去劳务、土地租金
等开支， 合作社盈利60多万元， 以土地入股的村民都分了
红。目前，李德纯正在将产业链延伸，在村里建槟榔芋加工
车间，开展槟榔芋深加工。

同时，在李德纯倡导下，新塘角村尝试以香芋为媒介，
发展乡村旅游。2016年，第一届祁阳香芋美食文化旅游节上
演，众多游人慕名而来。去年12月举办第二届香芋美食文化
旅游节，游客数量更比上届增加两倍以上。

如今的新塘角村，产业日益做大，环境逐渐变美，乡村休闲
观光迅速发展。去年底，该村脱贫出列，正大步迈向小康村。

超宽幅特里科型
高速经编机常德造

属国内首创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谢伊

滨）“我们这款超宽幅特里科型经编机，有效订单已达15
台，意向订单有30多台。 ”29日，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总经理陈鹏介绍， 该公司成功研制的新型宽幅特里科型
高速经编机，幅宽达268英寸（约等于680厘米），是目前
世界上特里科型高速经编机中超宽幅机型，属国内首创。

据介绍，经编机是一种纺织机器，可用一组或几组平
行排列的纱线从经向喂入机器的针上， 成圈而形成针织
物。特里科型经编机是经编机主要种类之一，一般使用钩
针或槽针，机速较高。 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实现
传统幅宽特里科型经编机制造上的突破，2016年以来，
常德纺机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创新产品研发机制和手段，
实施产品差异化生产战略， 大力开展创新， 攻克零件变
形、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等技术难题，终于在今年4月研
制成功超宽幅特里科型高速经编机。 该型机不仅可以编
织种类丰富的织物，还能大幅降低人力成本。

经调试， 常德纺机研制的第一台超宽幅特里科型高
速经编机已销往浙江海宁。 目前公司生产订单已排到12
月底。

长沙打造国家级地理
空间大数据产业基地

2017年大数据产业规模增幅
达60%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欧阳倩 彭赞）29日，长沙市政
府与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签订合作协议，决定以湖南
地理信息产业园为基础，合作共建国家级地理空间大数
据产业基地。

根据协议，双方将筹划建设地理空间大数据交易中
心，推动组建地理空间大数据国家产业创新中心，成立
国家地理空间信息中心“天心阁”研究院，进一步打造地
理空间大数据产业生态链。

大数据（含地理信息）产业链作为长沙市工业22个
新兴及优势产业链之一，目前已形成了一定体系，完成
了上下游之间的覆盖。以上游企业为代表的大数据基础
产业层，包含大数据中心、产品研发和基础设施及数据
交易，如证通电子、中兴软件、湖南橘云数据科技等；以
中游企业为代表的大数据资源和服务产业层，包含大数
据分析和平台服务，如易观、隆驰数据、智慧眼、优势智
通等；以下游企业为代表的大数据应用产业层，以大数
据应用为主，如易观、亚信软件、数云信息技术等。

2016年， 长沙市大数据产业总产值为100亿元左右，
2017年产业规模超过160亿元，增幅达到60%。2017年，长
沙市从事大数据收集、分析、挖掘的企业总数突破60家。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范辉
云）今天，长沙市开福区“党员政治生活馆”在中山路望
麓园街道船山学社旧址揭牌， 这是长沙地区提升党员
党性修养、增强党员“四个意识”、规范党员政治生活的
创新举措，也是长沙首个“党员政治生活馆”。 它不但能
开放式的接受党员群众参观学习， 还将以每月两课的
形式长期开讲， 成为开福区党员干部淬炼党性的重要
培训教育基地。

开福区“党员政治生活馆”占地991平方米，馆内设
“一厅一室一墙二廊”，分别为“讲习厅”“党内政治生活
体验学习室”“党性自检留言墙”“传承船山精神长廊”“史
话党内政治生活走廊”，成为了集教育、展示、体验和服务
“四位一体”的教育平台。 开福区将其打造为提升党员干
部服务群众能力的“熔炉”，希望广大党员以“学”字当头，
将清正廉洁融入血液；以“悟”字当头，将敢于担当扛在肩
上；以“做”字当头，将务实为民镌刻心底。

� � � �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陈庆林）
“已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但在年度考核中仍定为‘称
职’；受处分人员相关材料未装入人事档案……”近日，
在党纪政务处分决定执行工作约谈会上， 郴州市纪委
监委负责人一一指出被约谈单位存在的问题。

据了解， 从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郴
州市县两级纪委监委共查办案件1819件。其中，市纪委
市监委查办166件，撤职以上重处分43件；县市区纪委
监委查办1582件，撤职以上重处分320件；市直单位查
办71件，撤职以上重处分32件。这些案件处分决定执行
情况到底怎么样？ 带着这个问题， 郴州市纪委监委牵
头，联合市委巡察组、市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连
日来对全市纪检监察系统近3年来处分决定执行情况

进行了专项监督检查。
通过“回头看”，该市纪委监委发现27个问题，并列

出问题清单， 对11个县市区党委和相关市直单位下发
整改函，要求在5月底前对照清单限期整改。同时，对多
个问题较为突出的单位进行集中约谈， 并将有关问题
线索移送相关纪检监察室处理。目前，该市已对市规划
局在处分决定执行工作中履行主体责任、 监督责任不
到位的原局长、纪检组长立案审查。

“纪律处分决定执行是个严肃的政治工作，不能
重审查、 轻后续。 只有让每一个处分决定都落到实
处，才能真正体现纪律的严明公正，真正发挥处分的
惩戒和警示作用。” 郴州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岳阳表彰巴陵青年英才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兰岚）今

天，岳阳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负责人和全市
科技工作者代表、科技智库专家、2017年巴陵青年英才齐聚
一堂，庆祝“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庆祝仪式上，表彰了巴陵青年英才，聘任巴陵科技智库
专家，启动了2018年巴陵青年英才支持计划选拔工作。刘思
川、李琦等10人入选2017年巴陵青年英才支持计划，每人获
得10万元专项资助。李洪泽、李亚白、程育芝等88人被聘为
巴陵科技智库专家。

雨花区：把人“引过来” 让人“留得下”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陈文美）29

日， 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组织55名党员赴长沙比亚迪汽车
有限公司，开展“手牵手 一家亲 奔小康”主题党日活动。

去年以来，雨花区多次组织30余家重点企业赴张家界桑植
县、龙山县等地开展劳务协作、精准扶贫专场招聘会，提供就业
岗位4000余个。同时，该区还提供子女入学教育扶助、就业培训
等系列后续跟踪服务，确保外来务工人员引得进、留得住。

爱党爱国 孝老敬贤
祁阳评出万户“十星级文明户”

“线上”建网“线下”办店
苏仙区农产品变成了“香馍馍”

长沙首个“党员政治生活馆”揭牌

郴州对1819件案件“回头看”

� � � � 5月30日，长沙市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船山学社旧址，党员在参观党员政治生活馆。当天，长沙市首个“党员政
治生活馆”———开福区党员政治生活馆开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张颐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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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计服务到苗家
5月29日，吉首市己略乡龙舞村，医务人员为苗家村

民免费进行健康检查。当天是中国计生协会第20个“会
员活动日”。该乡开展打苗鼓、唱苗歌、计生政策知识竞
赛、文艺表演及免费健康检查等服务活动，把计生政策、
生殖健康咨询、优生优育指导等服务送到苗家山寨。

姚方 张维 摄影报道

创意毕业照
5月30日，湖南科技学院的毕业生用无人机航拍创意毕

业照。他们摆出或靓丽、或创意、或具有专业特色的造型，用
不一样的视角定格青春印记，“照”亮青春里最动人的色彩。

何帅文 摄

新化电商产业快速崛起
年零售额5.2亿元，从业人员

达4万余人
湖南日报5月30日讯 （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明 陈

波）5月25日， 新化县电子商务产业园正式投入运行，将
为入园企业提供仓储物流、产品推广、人员培训、项目孵
化等服务，实现电商产业的提档升级。

近年来，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新化在着力发展全域旅
游、打造优势农特产品的同时，巧打电子商务牌，引进龙
头电商企业、鼓励专业电商项目，引导散户电商个体，为
农特产品“下山出乡”打开了渠道。目前，全县已登记注册
电商企业近500家，网商、微商2.6万余家，电商从业人员4
万余人。2017年，该县成功跻身“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电商零售额达5.2亿元，其中农产品销售额3
亿元。形成了湘之宝、小小鸟科技、佩佩优品等一大批本
土电商品牌。

新化县出台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暂行办
法、 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激励政策， 重点扶持电商普及应
用、企业培育、产业园区集聚等领域；着力打造县乡村三
级电商服务平台， 设立乡镇电商服务中心， 中心物流园
区， 发展680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36家本地物流企业、
18家民营快递；引进阿里巴巴、湖南众高、颐高集团等电
商企业，助推产业孵化、品牌建设、产品推广，带动本土电
商发展。

同时，充分发挥农村电商、网上供销等平台优势，扶
持种养大户、专业合作社、传统手艺人加入电商队伍，带
动贫困户8000余户增收增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