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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周晓鹏 伍交才

“这里的火龙果又香又甜。”8月1日，溆浦
县观音阁镇川水村晟皓火龙果种植基地，鲜
红的火龙果挂满枝头，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
验摘果乐趣。

基地负责人李启书是一名退役军人，
1978年参军。2013年回乡创业， 带领村民
脱贫致富， 被评为全县退役军人“双带双
促”创业示范标兵。他建立的火龙果基地被
评为全县退役军人“双带双促”创业示范基
地。

1986年，李启书退伍以后，凭借在部队
学到的专业技能，开过汽车修理店，当过电路
维修工，甚至在海南种过香蕉，然而，这些工

作都没能点燃他更多的激情。
2012年回家，李启书发现，由于越来越

多年轻人外出打工，村里的地都抛荒了，这让
他心里很不是滋味。爱琢磨事儿的他，看到海
南种植的火龙果经济效益非常好， 心里萌发
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家乡荒山多，如果火龙果
能在大棚种植，肯定是致富的好路子。

军人作风永不变。2013年， 李启书回川
水村引进台湾红心火龙果苗， 建立大棚种植
基地，面积达72亩。他在基地旁搭建一所临时
住房，每天起早贪黑战斗在基地里。

军人爱民情怀记心间。李启书聘请10多
名村民， 其中有一半是贫困户到基地打季节
工。贫困户谢腊珍患糖尿病，一家三口没什么
生活来源，在基地务工后，每年可拿到几千元
工资。

天有不测风云。2016年7月和2017年7
月，两场突如其来的大洪水淹没了整个基地，
两次洪水让李启书至少损失了60多万元。

军人永不言败。 凭借军人钢铁般的意志
和永不放弃的拼劲， 李启书仍然把全部心思
都扑在发展果园上。 今年溆浦县持续高温晴
热，基地火龙果长势良好，产量可达1.5万公
斤。

李启书成功引种台湾红心火龙果的事迹
传开后，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来取经，热心
的李启书把种植技术倾囊相授。

“火龙果的心火红的， 就像军人的心一
样。从前保家卫国，现在带头发展产业，我都
义不容辞。”李启书说，他计划把基地规模扩
大至300亩， 打造农业与观光休闲为一体的
精品基地，带领村民一起奔向全面小康。

“兵哥”永远是“红心”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陈勇 通讯员
肖志钦）昨天，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省民政厅在长沙召开表彰会， 授予长沙湘麓
集团董事长（原武警长沙支队战士）唐祖怡等
21名退伍军人为2018年“优秀退伍军人”，石
门县王新法与民共富促进会会长王婷（配偶
谭锐 北京武警某部正营职参谋） 等24名军
嫂为2018年“优秀军嫂”。

今年以来， 全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广大退伍军人带头建设家乡，促进经
济发展，带头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广大
军嫂爱国爱军爱家，爱岗敬业奉献，巾帼不让

须眉。被表彰对象、原广州军区某部战士方世
平，退役回到湘潭后，组建湘潭世平保安服务
有限公司，出任董事长。几年来，公司在他领
导下， 除了吸纳退转军人外， 还帮助258名
“4050”人员、223名待业青年和175名就业困
难人员成功就业。他还组织党员、保安队员、
保洁员到街道当起志愿者，清扫马路、清理落
叶及垃圾等。2017年汛期， 公司组建抗洪抢
险应急分队积极参与抗洪抢险战斗。 因为奉
献社会、退伍不褪色，方世平被推选为湘潭市
岳塘区党代表、政协委员，并被评为“最美岳
塘人”。

被表彰对象、 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军事
监狱劳改队政治教导员王懿的爱人伍妮，
平常家里的4位老人和女儿，都要她一人照
顾，既当妈又当爹，既当女儿又当儿子，伍
妮毫无怨言，为的是支持丈夫安心工作。她
在娄底市工商局多个岗位工作，干一行、爱
一行、专一行。去年12月，她毛遂自荐，秘密
潜入传销组织，隐蔽拍摄掌握第一手资料，
及时取得线索证据， 成功查处近年来娄底
市涉案金额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牵涉区域
最广的传销案件，被娄底市评为“优秀青年
卫士”。

2018年湖南省“优秀退伍军人”“优秀军嫂”出炉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肖祖华 罗曼 杨贵
新 伍玉华）8月1日，隆回县林业局副局长周
忠安冒着酷暑，翻山越岭开展森林督查。周忠
安2000年从部队退役到林业部门工作后，长
期分管森林防火。他保持军人本色，在困难面
前从不退缩，先后参加森林灭火100余次，受
伤20余次，左手落下残疾。

据统计，目前，隆回县有100余名退役军人

从事林业工作，奋战在生态建设主战场。该县六
都寨镇林业站干部廖吉双也是退役军人， 他长
期致力于植树造林，先后参加长防工程林、退耕
还林等重点林业项目建设， 使一座座荒山披上
了绿装。目前，全镇共完成石山造林2万亩。

同样从部队转业到隆回林业部门工作的
刘良军，认真学习森林病虫害防治等知识，每
年及时开展森林病虫害普查。去年，完成森林

监测78.5万亩、防治1.2万亩，覆盖全县24个
乡镇、5个林场，马尾松毛虫、竹蝗等主要病虫
害得到有效控制。

在隆回县林业部门，退役军人在植树造林、
森林防火、 维护林区治安秩序等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据统计，近年来，全县完成造林18万
余亩， 及时发现火情并组织扑救森林火灾300
余起，及时制止滥砍盗伐林木案件400余起。

昔日钢铁长城 今朝护绿使者
隆回100余名退役军人奋战生态建设主战场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潘芳 王毅）7月31日清晨，双牌县麻江镇
麻江村葡萄园，外地客商正忙着收购葡萄。村
民李军向记者介绍，在村里退伍“科技兵”李
汉文的带动下，全村种植葡萄近500亩，不但
整村脱贫，还正积极创建小康村。

近年，双牌县主动“请进来”专家教授，
每年在本县开展2到3期复员退伍军人致

富技能培训，并积极把复员退伍军人“送出
去”， 到高等院校参加科技培训， 该县312
名复员退伍军人成为了身怀致富技能的
“科技兵”。同时，该县积极给予他们信贷支
持、提供土地流转等服务，帮助他们创业，
带头致富。

双牌县还加强正面典型宣传， 开展评比
等，要求和引导广大退伍“科技兵”致富不忘

带动广大群众脱贫致富。2013年以来， 该县
退伍“科技兵”带动2000多户建档立卡贫困
群众摘掉贫困帽。 该县尚仁里乡退伍军人卿
石生通过参加培训，掌握生态养牛技术，并在
5万元扶优奔康资金的扶持下， 发展为当地
小有名气的养牛专业户。2016年， 卿石生牵
头成立养牛专业合作社，先后带动14户贫困
户通过养牛脱贫。

300退伍“科技兵”带富2000多贫困户

8月1日晚，璀璨绚丽的焰火在长沙市橘子洲上空华美绽放。当天是“八一”建军节，以《强军梦，复兴梦》为主题的大型焰火晚会在橘子洲景
区焰火广场上演，此次焰火共分《铁血军魂》《南昌起义，辟地开天》《改革强军，听党指挥》《保卫和平，大国担当》《军魂永驻，致敬军人》五个部
分，向我们最可爱的人致敬。 李健 傅聪 摄影报道

橘洲焰火 致敬军魂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殷梓晴）上半年，我省电信业务总
量同比增长162.2%， 增速较上年同期高
120.2个百分点； 电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9%， 增速较上年同期降低1.2个百分点。
今天，省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湖南
电信行业提速降费取得了明显成效。

今年以来， 取消移动电话长途和漫游
费、流量漫游费，宽带提速等政策的实施，
直接推动我省移动电话用户特别是4G电
话用户快速增长、 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飙

升。
截至6月底， 全省移动电话用户达

5850.70万户，其中，超过七成用户使用4G
移动电话。 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达
1469.44万户，同比增长22.2%；移动互联网
用户达3886.90万户，同比增长8.2%。

与此同时 ，全省移动长途和漫游电话
业务收入大幅下降，同比分别减少99.3%、
97.3%。 而数据和互联网业务收入高达
116.33亿元，同比增长13.7%，占全省电信
收入的45.9%。

业务总量倍增，收入增长放缓

我省电信行业提速降费见成效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
讯员 曾翔 李旭日）“我是上午9时向永兴
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局开发区分局提
交申请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到11时就拿到
营业执照， 效率真高。”8月1日,�湖南裕宝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 该公司一期
3000万元投资永兴经开区的新材料创新
科研项目，“落地” 速度超过公司以往任何
投资项目。

今年来，为促进园区产业项目建设，永
兴县将园区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权限下放到
开发区分局办理， 推行“企业提交申请资
料，到工作人员审查、发照、存档等，全程不

到2个小时” 的园区企业注册登记模式。同
时， 县里还深化以简政放权为中心的园区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赋予园区更大的经济
管理权限，设立园区政务服务分中心（县重
点项目全程代办窗口），涉及园区项目的县
级审批权限依法依程序下放，逐步实现“园
区项目审批不出园”。

今年上半年， 永兴经开区新增投资项
目46个，其中，县园区政务服务分中心为
45个项目代办有关手续189项， 促进了项
目快速落地。 该经开区上半年实现技工贸
总收入380.1亿元，同比增长13.4%；实现税
收4.5亿元，同比增长20.1%。

上午9时交资料，11时拿到营业执照

永兴园区项目落地快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严万达）进
入8月，炎热不减。永州大地，项目建设的热
浪一浪高过一浪。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永
州市工业投资增长29%， 高于全省平均增
速5.6个百分点。192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204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1.7%，列入“五个
10”工程的57个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
98.69亿元，占年度计划的60.13%。

今年上半年， 永州市聚焦产业项目
建设，深化“放管服”改革，出台帮扶政
策，开展招才引智与招商引资良性互动，
以高质量项目建设助推永州高质量发
展。“五个10” 工程进展良好， 各类项目
完成投资均在50%以上。投资2亿元以上
的重大产业项目已实施57个， 其中纳入
省重大产业项目6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已实施33个， 其中纳入省级项目3个；重
大产品创新项目已实施31个， 其中纳入
省级项目4个； 已签约500强项目18个；
重大科技人才已签约31人。 产业结构持
续优化。新兴行业发展迅速，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23.8% 、
17.9%。企业转型步伐加快，规模工业企
业利润增长23.4%。

开放的大门越敞越开。 上半年该市新
引进外向型实体项目40个， 总投资额242
亿元，签约重点招商项目73个，总投资额
390亿元。园区发展取得新突破，特别是永
州经开区的“一谷、两中心、四基地”建设开
局良好，建成了潇湘科技创新中心，新引进
了韬讯无人机等一批高质量项目，引领、示
范作用凸显。

永州项目建设质量高
上半年192个产业项目完成投资204亿元，占年度计划61.7%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王泽华）立足抗旱保丰收，秋冬农业
抢主动。记者今天从省农委获悉，针对7月
以来的旱情，省农委及早谋划秋冬农业，确
保实现全年农业生产目标。

抓好抗旱保生产。 各级农机部门组织
灌溉机具5万多台套， 在有水源的地方，组
织农民引水提水，对中稻开展深水灌溉，以
降温增湿，减轻热害。省农技推广总站动员
万名农技员深入田间地头， 指导农民对干
旱初显的中稻田追施钾肥， 增强植株抗逆
性，减少颖花退化；对受旱果树采取浇灌树
盘、滴灌、渗灌、小管输流等方式保苗。

稳定粮食生产， 实现全年农业发展目

标，秋冬农业大有潜力可挖。省农委结合抗
旱保丰收，要求各地念好“四字诀”，及早谋
划秋冬农业。一是“管”，做好中晚稻、蔬菜、
瓜果、 茶叶等作物培管工作， 保证后期灌
溉，加强病虫害防控；二是“改”，对已枯萎
失收的一季稻田，及时改种秋荞、秋大豆、
秋马铃薯、蔬菜等作物；三是“调”，围绕产
业兴旺调结构，发展双低油菜，扩大设施蔬
菜、外销蔬菜生产面积，扩大标准化茶叶、
柑橘生产基地面积，大力发展畜禽、渔业标
准化养殖；四是“提”，提高秋冬农业生产的
规模、质量和效益，做到种一亩、收一亩、高
产一亩，并抓好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延伸
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

立足抗旱保丰收

省农委及早谋划秋冬农业

�荨荨（紧接1版①）中国卫生计生思想政治工作
促进会委属委管医院分会2018年会、 现代医
院学科建设高峰论坛在该院开幕， 以此庆祝
湘雅二医院建院60周年。

60年来，湘雅二医院人精研一流医术，在
国内率先提出了甲状腺自身免疫疾病的概
念； 主持制定了我国精神疾病的分类与临床
诊断标准； 诞生了中国大陆首个异体供胚试

管婴儿；创下了心肺联合移植等3项亚洲纪录
及1项世界纪录；今年上半年，该院肾移植例
数居全国第一； 皮肤性病科人工智能识图诊
病引领网络医学新方向……目前， 该院拥有
国家重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2个，牵头国
家重点学科3个， 国家临床重点建设专科23
个，牵头获得国家科技奖10项，发表卓越SCI
论文数千篇， 综合实力位居复旦大学中国医

院排行榜第13位。
60年来， 湘雅二医院总诊疗服务量接近

6000万人次，成立了首个跨省医疗联盟、建设
了15个专科医联体，派出18批次43位援非医疗
队员。医院培养的学子先后获得全国统考“三连
冠”和全国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技能竞赛特等奖
6次，住培体系与耶鲁大学深度融合，临床技能
训练中心全国首家获得国际“双认证”。

�荨荨（紧接1版②）赋予省直管县市级管理权限
406项，赋予湘江新区16项省级经济管理事项
直报权限。2015年编制公布我省“三清单一目
录”，省本级行政职权精简38%。

“管”的方面,全面推行行政处罚裁量权基
准，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完善行政审
批事中事后监管机制。出台《湖南省市场监管
办法》， 强化信用监管， 在公共资源交易、交

通、 水利、 住建等11个领域建立红黑名单制
度，强化“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服”的方面 ,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
化，大力推行在线办事“只上一张网”，现场
办事“只进一扇门”，优化服务“最多跑一
次”。“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上线运行，截
至6月底共受理申办件48992件，办结48839
件，一网办结率达到99.69%。大力推行“两

集中、两到位”改革，市县审批服务事项进
驻政务中心办理率达80%以上。深入开展减
证便民专项行动， 清理证明材料超过3400
项。实施“先照后证、五证合一、一照一码、
全程电子化” 改革， 企业登记时限明显压
缩，准入门槛大幅降低。连续4年清理涉企
收费， 省立项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省级
政府性基金项目全部取消。

�荨荨（紧接1版③）渌口区的设立不仅是原株
洲县和株洲市发展的重大机遇， 也是我省
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
的重要举措。

株洲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渌口区将借机构改革、城市总体规划修
编等重要工作契机，尽快融入长株潭城市群
协调健康发展的大局中来， 为全省经济、社
会、人口、环境和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
讯员 袁芬 肖鹏程）今天，省工商局对外公
布了我省首批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3661家企业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
年仍未履行相关义务而上榜，严重违法失
信企业名单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湖南）”查询。

根据国家颁布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规
定， 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届满3年仍
未履行相关义务的；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
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
变更或者注销登记，被撤销登记的；两年
内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行政法规受到
3次以上行政处罚等情形的， 将由县级以
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管理。
我省首批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

企业，主要是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
未履行相关义务的企业，按照有关规定，由
省工商局统一列入。下一步，我省还将依据
《办法》规定的其他违法失信情形，加强对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管理。

据了解， 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
企业名单后， 要届满5年才可申请移出。
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 除了
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对其进行重点监
管，向社会公开其违法失信信息，在市场
准入等方面给予限制外， 还将采取联合
惩戒措施，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
有土地出让、 授予荣誉称号等方面依法
予以限制或禁入。

我省公布首批
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13661家企业因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满3年仍未
履行相关义务而上榜，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湖南）”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