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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陈昊 通讯员 张永强

6月27日一早，花垣县排碧乡双龙村。7岁
的杨云飞招呼着自己的小伙伴从下半村的家
里出发，在上山那条石板路上一路追逐打闹，
去往上半村的村小学上学。

这条500多米的石板路，把双龙村两个寨
子紧紧联系在一起。“以前是一条泥巴碎石
路， 老百姓上下非常不方便。 要是碰到下雨
天，就莫想走了。王队长他们来把这条路修好
了，大家都欢喜哟。”村支书龙孙芳出神地望
着石板路，路延伸到山腰的村寨，那里炊烟袅
袅，黑瓦黄墙，如诗如画。

龙孙芳说的“王队长”叫王鹤友，是华天
集团常德子公司总经理助理、 华天集团驻双
龙村扶贫工作队队长。

2015年4月8日， 王鹤友第一次到了双龙
村。他在日记里写道：“今天是驻村第一天，收
拾好住房后，在村里转了一圈。看着这里的秀
山碧水和热情淳朴的村民， 我意识到自己
‘嫁’到双龙啦……既然‘嫁’过来了，就安下
心来吧。克服一切困难，一点点去改变这个村
庄的面貌，改变贫困群众的命运。”

从这第一篇民情日记开始，3年时间，他
已写满3大本。翻开日记，上面密密麻麻写着
他与村民接触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记录着
每家每户的困难疾苦、诉求期盼。字里行间带

有一种深深的关切和思考， 让人能真切感受
到他扎根基层、 吃苦奉献的敬业精神和心系
群众、服务群众的为民情怀。10多万字的民情
日记， 也让他在制定扶贫规划、 实施帮扶措
施、推进脱贫项目时，更能符合村情民意，更
能突出精准要求。

王鹤友真正把自己“嫁”过来了。村子里到
处都是他调研走访的身影，家家户户都认识这
个戴着眼镜、有点书生气的“王队长”。“他还在
村里0.5亩荒地上，种了玉米、黄豆、黄瓜、辣椒
和白菜。”老支书施长兴笑呵呵地对记者说。因
为儿子还小、无人照顾，王鹤友的妻子停薪留
职，带着2岁的儿子和他一起驻村半年。

龙孙芳说：“他考虑事情很细致周到，很
有规划意识。每个项目实施，他都亲力亲为，
全力以赴。” 王鹤友则说：“3年时间， 说长不
长，说短不短，但双龙历史欠账太多，真的是
时不我待，我必须帮助村里尽快发展起来。”

驻村第二年，双龙村就实现了水、电、路、
房、业、网络、环境治理“七到农户”，落实扶贫
项目33个。“通过全力以赴‘补短板’‘夯基
础’，我们将影响双龙村发展的‘欠账’都还上
了!”王鹤友说。

为了搞好产业， 在王鹤友筹划协调下，华
天湘菜公司与村民协商实行订单农业。182户
贫困户按照订单发展养殖业，最终形成了年销
售鸡鸭5000多只、 腊肉2500多公斤的农产品

供销产业链，总产值达30多万元。仅此一项，村
里202名贫困人口可实现人均增收1485元。

2016年底，双龙村实现整村脱贫，但王鹤
友并不满足于此。双龙村是一个海拔800米的
高山苗寨，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相邻，
有久负盛名的小龙洞瀑布。层层叠叠的梯田、
错落有致的苗寨民居，藏于深山美景如画，生
态植被、传统文化保存良好。他敏锐地抓住这
一优势， 想让村民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走上致
富奔小康之路。

为了量出通往十八洞村游步道的路程，
王鹤友用步测的方式走在险峻的羊肠小道
上，一路藤绊刺扎，手脚上布满血印。最终，双
龙村与十八洞村之间建成了一条2800多米长
的“连心”游步道。他的苦心没有白费，双龙村
获评全省脱贫攻坚示范村、 第五批省级历史
文化名村。

今年4月， 华天集团结束了对双龙村的3
年帮扶，换点到新寨村，王鹤友却没有离开。
为了帮助扶贫工作队尽快进入角色， 他又到
新寨村当起了队员。“他的经验方法太有用
了，我们进村两个月不到，就摸清了情况，制
定了规划，各个项目都在推进。”新任工作队
队长说。

有同事和村民笑称王鹤友是“老扶友”，
他很喜欢这一笑称：“村民们脱贫了、开心了，
他们的笑脸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

世界最好钛焊管是怎样铸成的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张缤）今天，湘潭天易经开区37个项
目集中开工、竣工（投产），总投资近100
亿元。

在这些项目中，有国内领先的工业地
产运营商武汉佳海投资30亿元建设的湘
潭佳海产业新城，有国际领先、国内唯一
的大功率柴油发动机双燃料系统生产项
目，有世界500强ADM投资的动物营养项
目，有中国500强中国建材旗下上市公司
瑞泰科技投资项目，有中国500强湖南建

工集团投资的文体综合广场项目等。这些
项目全部建成达效后，预计可年创产值约
90亿元、税收5亿元以上，提供就业岗位
1.5万个以上。

据了解，近两年来，天易经开区以“进
军千亿园区和创建国家级经开区” 为目
标，全力推进大招商、培育大产业、实现大
发展。从去年至今，共引进项目80个，其中
投资过亿元项目34个， 过20亿元项目5
个，过50亿元项目2个，合同引资348.53亿
元，到位资金123.25亿元。

徐蓉

“国有企业能干好吗？能够与世界
一流企业竞争吗？”

“坚持创新实干，就一定能！”
禹海斌，一名中共党员，一位湖南

国企总经理，用自己短暂、奉献的人生
向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感人至深、 催人
奋进的答卷。

他无私奉献，紧盯国际市场，坚持把
做强做优国企、提升钛产业国际竞争力作
为毕生追求。2014年查出患有肝
硬化，他忍着疼痛工作，弥留
前夕，念念不忘的仍是工作，
为党的国企事业鞠躬尽瘁，
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

他创新实干。 带领团
队自主创新， 研发解决客
户提出的每个需求和 建
议，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生
产世界最好的钛焊管 ，让

世界500强企业惊叹敬佩湖南国企高
效执行力， 在国际市场一次次擦亮湖
南制造品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需要实干，需要创新。中国制造，当以实
干创新为灵魂， 应该有大批像禹海斌这
样坚持理想信念，为党的事业创新实干、
奉献自己、无怨无悔的人才。

办好国企，振兴实体经济，实现高
质量发展，当以禹海斌为标杆。

民情日记情倾深山苗寨
“老扶友”王鹤友：

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王文 通
讯员 肖日凡）长沙“反炒房”调控政策发
布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今天，长沙市住
建委出台《关于执行长政办函[2018]75号
文件细则》，对“反炒房”调控政策实施过
程中的相关问题进行明确。 根据细则，在
项目销售过程中，参加楼盘摇号的人数不
超过可售房源的1.5倍； 申购人数超过1.5
倍的，优先满足户籍或工作单位地点在限
购区域内的刚需群体。

细则明确，成年单身家庭，即成年个
人家庭，无须单独立户。稳定就业是指在
长沙工作并自购房当月起，已连续缴纳12
个月社保或个税的。市外迁入落户、父母
投靠成年子女落户满两年的，大(中)专毕
业生回原籍的，按长沙户籍家庭购房政策
办理。现役军人、城市房屋征收协议已备
案的被征收人按原限购政策执行。夫妻双
方离异（未再婚）不满两年的，需提供离婚
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以离异前配
偶和未成年子女的信息作为查询家庭住
房套数的依据。

细则明确，参加楼盘摇号的人数不超
过可售房源的1.5倍。 购房集中登记结束
后，申购人数超过1.5倍的，优先满足户籍
或工作单位地点在限购区域内的刚需群
体，其他购房申请人不纳入此次刚需摇号
范围。申请人按在限购区域内户籍年限或
工作年限排序，工作时间以限购区域内最
早缴纳社保或个税时间作为起算点。开发
企业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后，严禁收取认
筹金，但可以要求申购人提供银行储蓄证
明，资金额度不得要求高于开盘方案中的
首付资金额度。

针对市民关注的人才购房问题，细则也
明确，入选长沙市高精尖人才领跑工程和获
得长沙市人才绿卡的高精尖(高层次)人才，
凭市组织部门相关证明直接参与摇号。

细则还明确，“反炒房” 调控政策实施
前，已选房并交纳订金的，已选房并在网签
系统中提交了购房资格审查申请的， 已按
项目开盘方案在网签系统中完成首套刚需
无房核验且按规定程序在该项目开盘方案
房源中选房的，均按遗留问题处理。

长沙“反炒房”调控政策实施细则出炉

摇号人数不超过可售房源1.5倍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李治 通
讯员 廖亚柳）6月26日晚， 为加大调控力
度，维护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沙市不
动产登记中心公布了该市二手住房限购
政策操作细则。

细则规定，父母投靠成年子女落户不
满2年的， 不得作为单独家庭在限购区域
内购买商品住房；未成年人不得单独购买
商品住房；落户学校集体户口的在校（含
军队院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生、
博士生）， 不得在限购区域内购买商品住
房；夫妻离异后未再婚的，任何一方2年内
购买商品住房的，其拥有住房套数按离异
前家庭总套数计算；对符合人才引进条件
的，其购房资格、住房公积金使用不受上

述限制，但须获得市组织人事部门认定。
细则明确，从6月26日起，长沙市二手

住房交易将严格执行该市《关于进一步加
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长政办
函﹝2018﹞75号）。此前已在不动产登记预
申请平台完成网签或已在不动产登记预
约平台完成预约的，买卖双方已实际成交
并能提供银行流水确认的， 以及通过省、
市公积金贷款审批，省、市公积金中心出
具了相关证明材料的，按以前的限购政策
执行。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已成立遗留
业务处理小组， 从6月26日起至7月13日，
对遗留业务进行受理与审核，并出具遗留
问题审核单。

长沙发布
二手房限购政策操作细则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
讯员 曾鹤群）今天上午，长沙市重大产业
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开福区分会场）在金霞
经开区军民融合科技城建设现场举行。

这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包括军民融合科
技城、文创产业孵化园、德恒物流仓储、平瑞
医药电商产业园，总投资近20亿元。其中，军
民融合科技城位于开福高新区核心区域，由
湖南金霞国科投资有限公司投资10.5亿元
建设，总建筑面积约16万平方米，是目前长
沙市规模最大的军民融合产业园，项目预计
2019年底建成，将形成以国防科工、电子信

息、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科技创新园区。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开福区重大产

业项目预计完成投资62.5亿元，达年度计
划69.4%。该区先后出台了“产业项目建设
年”实施方案，“个转企、小升规、规改股、
股上市”工作方案，大力发展以金融商务、
文化创意、 商贸物流、 军民融合为主的
“3+1”产业体系，目前，已引进各类金融总
部机构67家；力争今年引进各类文创企业
100家以上，金霞经开区实现智能物流产
业主营业务收入440亿元以上， 军民融合
产业创产值10亿元以上。

开福区4大项目集中开工
长沙最大军民融合科技城开建

天易经开区37个项目集中开竣工
总投资近100亿元

创新实干，振兴实体经济■短评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 （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刘育华）为毫不动摇地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遏制投
机炒房， 充分发挥税收对市场的调节作
用，促进房地产交易市场良性发展，今天，
长沙市税务部门发布公告，对长沙市限购
区域内存量房交易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
率进行调整。市区（含望城区、高新区）、长
沙县其他个人转让住房个人所得税核定
征收率由1%调整为2%， 非住房个人所得
税核定征收率由1.88%调整为2%， 自7月
12日起施行。

此次公告还明确，浏阳市、宁乡市其他
个人转让住房个人所得税核定征收率为
1%， 转让非住房核定征收率为1.5%。“其他
个人”指自然人，不包括个体工商户、个人
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自然人投资者。

同时，公告重申，转让土地使用权、不
动产拍卖仍按相关税收政策规定执行。其

他个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核定征收率为
2%； 拍卖房产和土地使用权核定征收率
为3%。唯一住房税收优惠政策仍然不变。
其他个人转让自用达5年以上、 并且是唯
一家庭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继续暂免征
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税法相关规定，其他个人转让不
动产个人所得税征收方式有两种，即核实
征收和核定征收。如果纳税人转让不动产
不能提供购买合同和发票（自建房屋不能
提供建造成本费用支出的有效凭证），且
在税收征管系统中没有上一次交易价格
记录的，税务机关可对其个人所得税实行
核定征收，按转让收入的一定比例核定应
纳个人所得税额。 其他情况实行核实征
收，适用20%的比例税率。

去年，长沙市存量房交易47249笔，入
库个人所得税3.43亿元；今年1至5月交易
10303笔，入库个人所得税1.05亿元。

长沙市限购区域内存量房交易

个税核定征收率调整为2%

� � � � �荨荨（上接1版）
西门子上海公司质量总监杨清波多次来

益阳检查指导，他告诉记者：我每提出一个建
议，禹海斌会立即与技术人员商量，并通宵达
旦守在生产现场解决。禹海斌团队最高效，生
产了全世界最好的钛焊管。 湘投金天新材是
西门子在中国唯一的钛焊管供应商。

多年在市场一线打拼， 禹海斌敏感预测
钛材将取代铜、不锈钢等传统材料，他立即超
前规划研发钛高效管、钛超薄壁管、钛合金管
等尖端产品，打破国外封锁，为抢占海洋、军
工、核电、航空等市场做储备。

近年来， 禹海斌带领技术团队创造了国
内钛焊管应用的多个第一和唯一； 制定中国
钛业新标准， 公司获得4项发明专利，30多项
新型实用专利； 中国第一台超薄壁0.4mm钛
焊管海淡装置出口国外； 中国核电行业第一
台国产化薄壁钛焊管机组装机。 他们创造了
在核电、航空、火电、海水淡化、水处理、空冷、
保温杯用钛焊管等领域多个第一。

“让世界都用中国钛焊管”
10年来， 禹海斌与中国钛业发展命运交

会在一起。 常陪禹海斌出差的市场部副经理
汤新河说，禹总把一天当两天用，用10年干了
20年的活。

禹海斌2013年担任湘投金天新材总经
理，并任企业党支部组织委员。他说，要做就
做世界最好的，让全世界都用中国钛焊管。

他在本职岗位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带领团队率先抢占海外市场， 成为德国西门
子、法国威立雅、美国GE等世界500强企业钛
管供应商，并在“一带一路”沿线14个国家参
与了32个能源、海水淡化等项目。

在国外市场风生水起后， 禹海斌又带着
团队攻关国内市场。

2013年， 我国山东石岛湾核电项目开始
筹建。禹海斌带队上门沟通，但业主方根本不
愿见面，出于安全考虑，核电项目的管材以前
是全部进口的。

禹海斌不在乎“白眼冷脸”，仍然每季度
拜访核电项目的业主方、 设计部门、 工程公
司、设备厂家，根据项目需求不断提升钛焊管
品质。2016年，他带领湘投金天新材团队以国
内技术分第一的成绩， 中标山东石岛湾核电
用钛焊管项目， 拿下核电用钛焊管国产化首

个订单。
核电项目建设方东方电气集团规划发展

部部长助理陈冲告诉记者：“禹总常来与我们交
流，他对钛管的优势和国产化有系列思考，让我
们对湘投集团全产业链钛材产品很放心。”

禹海斌3年前检查出肝硬化，但他悄悄吃
药治疗，继续拼命工作，没请一天假。

“禹总如高速运转的陀螺，我们也跟着他
一起高速运转。他办公室有小黑板，他把每周
要完成的事写在黑板上，重要的事情，还会在
下面划双黄线。”办公室主任周灿说，“每件事
如何落实， 他会立即叫负责人来商量具体执
行方案，定期追问落实进展。”

“禹海斌学习力、执行力强，特别实干。”
湘投金天新材党支部书记、 董事长李巨光说
起禹海斌很伤感：“去年10月份， 他出差到江
苏，路途中就吐血。在湘雅医院抢救病情稳定
后，他在病床上还不断处理公司事务。直到生
命最后一刻， 他还在发邮件与客户沟通。”禹
海斌2017年11月17日去世，年仅44岁。

禹海斌最喜欢家里“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
到感动自己”的十字绣，妻子张冬华看到十字绣
就流泪，这是丈夫短短一生最贴切的写照。

湘投金天新材现任总经理彭丹告诉记
者：禹海斌去年带队签下的订单多，公司还租
了生产线生产，预计今年可销售3.5亿元。

走进新时代
高歌颂党恩

6月27日，嘉禾县“走进
新时代·践行四个一”庆七一
合唱比赛在县体育馆举行，
来自全县机关单位、乡镇、学
校的31支合唱队参加。 合唱
队员们激情高昂， 用嘹亮的
歌声、美妙的旋律，颂扬美好
新时代， 歌唱中国共产党的
丰功伟绩， 表达对祖国的无
限热爱。

黄春涛 肖欣欣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