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通讯员 邹红珍
解东霞 记者 余蓉 ）今天，“2018年老挝媒
体宣传和传媒新技术的使用培训班” 在长沙
开班， 来自老挝中央宣传部门的官员以及媒
体行业的专家共计42人，将参加为期20天的
培训。

此次对外援助培训班由国家商务部主
办、湖南省外贸职院承办、天闻数媒科技有
限公司协办。 本期培训班将采用理论学习、
论坛、交流研讨和实地考察参观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邀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
张志安、湖南红网新媒体集团董事长舒斌等
学界、业界大咖作为主讲嘉宾。培训期间，学

员将深入华为、红网、天闻数媒等企业实地
考察交流。此次培训将助力老挝培养本土专
业媒体人才。 来湘学习的老挝学员兴奋地
说：“参加此次培训不仅可以推动与帮助我
们国家新媒体的建设和发展，还可借助这个
难得的机会加强对中国的了解，结识新的朋
友。”

湖南省援外培训工作始于上世纪90年
代，截至2017年底，我省已成功承办了482期
培训班，学员遍及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
拉美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共14006人，学员在
本土工作岗位上为本国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
出了积极的贡献。

老挝新媒体技术培训班开班
42名访者来湘取经

责任编辑 吴晓华 版式编辑 陈阳 2018年8月28日 星期二
要闻 04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对湖
南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 为我们推
进各项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益阳市委、市
政府将以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深
学笃用，坚定践行，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体
系，奋力谱写益阳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一、抓住深化开放创新这个方向，加快
构建要素集聚、更高水平的开放创新体系。
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湖南“一带一部”
战略定位，深入贯彻省委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 不断厚植益阳发展动能、 发展优
势。在创新创业上下真功。以“五个一”创新
行动为抓手，着力构建综合创新生态体系，
强力推进产业创新、产品创新、管理创新、
创业创新。在招大引强上见实效。深化“五
大”开放行动，突出招大引强，开展面向“3
个500强”主题招商活动，着力引进一批战
略投资者。在平台拓展上求突破。依托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重点企业等，加快建设一
批创新平台。对接自贸区经验做法，加强外
贸综合服务平台建设。用好“汇智聚力·建
设益阳”节会平台，引导各类人才回故乡建
家乡。

二、抓住产业项目建设这个核心，加快
构建特色鲜明、协同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三个着力”指示要求，
加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大力发展符合
新发展理念、切合益阳实际的现代产业。主
抓产业项目建设。深入开展“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推动每季度开工一批、竣工一批、
投产一批产业项目， 以高质量产业项目建

设支撑高质量发展。主攻实体经济。做大做强
食品加工、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支柱产业，
积极培育大数据、医养结合等新兴产业，重点
发展工程机械、生物医药、新能源装备等10
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深入实施现代农业
“131千亿级产业工程”， 提升实体经济质效。
主导正向激励。 健全完善有利于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体系、支持政策、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引导各级把工作重点放到抓产业项目建设、
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

三、抓住“三大攻坚战”这个要害，加快
构建基础稳固、安全高效的支撑保障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大攻坚战” 是党中央
确定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攻方向，我
们以“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按时保质完成
战略任务。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加
强金融风险防控， 严密防范和化解政府债务
风险，维护社会大局稳定。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贯彻落实《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
的指导意见》，深入开展“三走访三签字”和万
名干部进千村入万户“践行初心使命 真情脱
贫帮扶”主题活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 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守护
好一江碧水”要求，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
战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加快建设益居
益业益游新家园。

四、抓住“放管服”改革这个关键，加快
构建规范便捷、公平公正的政务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
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建设人民满意

的服务型政府。 我们以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为
统揽，推进“放管服”改革，优化政务服务，推
动善政、惠民、兴业。打开思想“总闸门”。打破
条条框框束缚，用新观念研究新情况，用新思
路破除新难题，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施公
平之策、 开便利之门。 打通政务服务“快车
道”。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行审批服
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实现政
务服务一门受理、一次办结、最多跑一次。打
造人人都是环境“靓名片”。健全重商亲商安
商工作机制， 严厉查处破坏营商环境的人和
事，为企业保好驾护好航，形成“人人都是环
境，个个都是形象”的生动局面。

五、抓住党的政治建设这个统揽，加快构
建政治过硬、堪当重任的干部队伍体系。党的
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政
治建设提出了许多富有开创性和针对性的重
要论述， 为加强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指明了
方向。我们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
建设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提高站位铸牢魂。
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践行“两个维护”，坚定维护党中央
定于一尊、 一锤定音的权威。 精准选用导好
向。坚持好干部标准，把紧把严政治标准这个
硬杠杠，突出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
能力过硬、作风过硬，真正把好干部选出来、
用起来。 真抓实干笃定行。 全面深化从严治
党，坚决落实《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激励广大干部干事
创业、担当作为，交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出色
答卷。

坚定践行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益阳篇章

中共益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瞿海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陈勇 ）记者
今天从省民政厅获悉，省民政厅、省公安厅、
省财政厅等9家单位近日联合下发文件，要求
各地以防范留守生活安全风险为重点内容，
以经济困难家庭的高龄、 失能留守老年人为
重点对象， 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
服务工作。

留守老人是指因子女或其他赡养义务人
全部离开县域范围外出半年以上、 留在农村
生活的60周岁以上老年人。文件要求全省县
（市、区）、乡镇准确掌握农村留守老年人基本
信息，精准定位到村、精准识别到户、精准建
档到人，建立信息台账与定期探访制度。要加
大农村留守老年人社会救助力度， 切实解决
农村留守老年人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
生活困难。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符合条
件的农村留守老年人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
围。落实基本养老服务补贴制度，为符合条件

的农村留守老年人及时提供精准服务。 完善
医疗救助制度和疾病应急救助制度， 开展重
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 将符合条件的农村
留守老年人纳入医疗救助范围。 为符合条件
的农村残疾老年人免费配发康复器材和辅助
器具， 对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老年人发放残
疾人两项补贴。 农村敬老院在满足农村特困
人员集中供养需求的同时， 对经济困难的失
能半失能农村留守老年人提供低收费照料服
务。

文件明确， 家庭是农村留守老年人赡养
和关爱服务的责任主体，对患有严重疾病、丧
失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家庭内部应确定至少1
名赡养义务人在家照料。村（居）民委员会对
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工作具有基础保障
作用， 应当加快孵化专业化为老社会服务机
构，为留守老年人提供安全防护、生活照料、
紧急援助、康复护理等专业服务。

加强对农村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
解决其突发性、紧迫性、临时性基本生活困难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孟姣燕）文
明旅游，出行有礼，为中国加分。8月23日，由
省旅发委、省文明办、省网信办主办的“锦绣
潇湘 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在长沙举行，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2月30日。

据悉，开展“锦绣潇湘 文明旅游”主题宣
传系列活动， 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明旅游重要指示精神和《湖南省建设全域

旅游基地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
具体行动。此次活动从当日启动至12月30日
结束，为期4个多月。主要包括公益宣传活动，
我行我述有奖征集活动，进机关、社区、企业、
学校宣传活动， 环保有礼活动， 志愿服务活
动，双向诚信承诺活动，培训宣传活动，创先
争优活动，经营环境治理活动，失信惩戒活动
等十项活动。

我省开展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系列活动

精准扶贫在三湘

通讯员 刘翼张 邓赞扬 湖南日报记者 杨军

8月21日， 安化县奎溪镇角塘村养殖大
户龚杜海，看到自己养殖基地的1万余只土鸡
在山上悠闲觅食嬉戏，一脸喜悦。他说，眼前
这些活蹦乱跳的土鸡， 就是一只只衔来财富
的“金凤凰”。

龚杜海父亲早逝，母亲年老多病，自己也
患有多种疾病，家里生活困难，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2016年，在驻村扶贫工作队帮助下，龚
杜海开始养鸡。他用政府给他的2000元产业
扶贫资金购买鸡苗， 在屋前屋后空地散养土
鸡。 几个月后鸡长大出售， 因为是散养的土
鸡，受到消费者喜爱，每公斤卖到50多元。

去年， 龚杜海牵头成立矮山溪养殖专业

合作社， 和村里8户贫困户签订了委托饲养
协议。他为贫困户提供鸡苗、饲料和技术指
导，等鸡饲养三四个月后，再以每只鸡10元
的价格向贫困户支付工资。这种合作方式既
解决了土鸡饲养规模不大的问题，也能帮助
贫困户增加收入。

同村残疾人周国才家里劳力不足，又缺
少资金。龚杜海主动找上门，和他签订委托
饲养协议。今年上半年，周国才养了3000只
鸡，预计工资收入可达3万元。

龚杜海的土鸡订单不断飞来，今年他在
银行贷了5万元，扩建养殖基地。他说：“我虽
然富起来了，但身边还有一些生活困难的乡
亲，我要通过养土鸡，帮他们甩掉贫困帽，一
起过上好日子。”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王玖华 陈海安

“住进新房暖洋洋，脱贫攻坚幸福长。”近
日， 记者一走进双峰县井字镇铜梁村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 就被村民们自编自演的快板
表演所吸引。 贫困户老李笑呵呵地说：“不仅
能从鸟不拉屎的山上搬下来， 还能住进舒适
的小洋房，大家高兴得很。”

环视周边，一栋栋漂亮的“别墅”次第排
开。“别旧居，不忘党恩，实现‘中国梦’；住新
房，脱贫攻坚，齐奔‘致富路’”的大红对联，
分外耀眼。村党总支书记左志雄指着连片的
5层楼房介绍：“全村共有40户易地扶贫搬迁
户，已经安置了19户，还有21户年底就能拎
包入住。”

走进一套3居室的搬迁房，厨房、卫生间
搭配适当，水电家具、生活用品配套齐全。户
主老阳笑呵呵地说：“都是村里统一配备的，
我们几乎是拎包入住。”80岁的贫困户老阳，

祖孙三代一直居住在半山腰的木板房中，冬
天四面透风，雨天就成了“水帘洞”。通过扶贫
帮扶，村里不仅为她孙子解决了读书问题，还
安排专人对她家实施对口帮扶。春节前，老阳
全家搬进了100平方米的新房， 彻底解决了
居住问题。

在老阳家隔壁，五保户左少德正在看电
视。见有客来，老人打开了话匣子：“搭帮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新
房，能够安度晚年。”左少德身体不好，长期
住院服药。去年，双峰县纪委扶贫工作队队
长刘建良，帮他找职能部门报销了部分医疗
费用，办理了大病医疗救助和低保，让老人
的生活有了着落。

说起易地扶贫搬迁，70岁的五保户赵德
保激动不已：“工程建设， 忙坏了扶贫工作队
和村干部。从开工到入住，才不到1年的时间，
他们天天守在工地上，抓质量、抓进度，为我
们办实事。”

住进新房暖洋洋

土鸡成了“金凤凰”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
讯员 杨贵新 尹娣 ）“搭帮贺书记的牵线联
系，让我找到了一份如意的工作。”近日，隆回
县滩头镇金龙村贫困户刘平毛在隆回县工业
园与和亚运动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务合同后,
高兴地说。原来，这天，隆回县滩头镇党委书
记贺海飞带领该镇贫困人员到县城工业园区
参加招聘会，160余人与和亚运动有限公司
签订了劳务合同。

为加大贫困人口就业帮扶力度，实现“就

业一人，脱贫一家”的脱贫目标，该镇在全镇
范围开展贫困人员就业情况调查，重点掌握
就业困难人数，求职意愿、技能等相关信息，
发布企业用工信息，与工业园区不定期发布
招聘信息。

同时，贺海飞带领班子成员加强与企业
联系，与数十家企业签订了劳务用工合同，建
立劳务用工数据库，帮助贫困人员就业。不仅
让贫困人员找到了饭碗，同时，缓解了企业招
工难的难题。

书记当就业“红娘”

8月27日， 长沙县
湖南松雅湖国家湿地公
园湖水清澈、水草丰茂。
去年， 长沙县推行河长
制，将松雅湖等24条河
流（湖泊、水库）设置了
县级河（湖） 长进行管
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湖长到位
湖泊美

�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张恬）世界领先商业战略咨询机构
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2018年“全球挑
战者”榜单，全球100家新兴经济体代表性
企业入选。中联重科等25家中国企业上榜，
是工程机械行业唯一上榜企业。

“全球挑战者”每18个月评选一次，波士顿
咨询公司通过对企业年收入、增长率、海外收入
数据的长期追踪与观察， 结合全球行业专家意
见，最终确定100家挑战者，每一位挑战者都是
行业引领者，将深刻改变全球各个产业和市场。

2017年，中联重科营业收入232.73亿元，

净利润13.32亿元；同时，企业上市以来，连续
18年分红，分红总额高达约118亿元。

“全球挑战者”积极布局全球化业务。2001
年起，中联重科成功并购5家海外企业；同时，
针对性地实施对外投资建厂， 拥有印度工业
园、巴西工业园、白俄罗斯工业园，土耳其和沙
特两大生产基地正在筹建中。 “全球挑战者”
通过数字创新成为行业佼佼者。中联重科近年
打造了新一代4.0产品， 并以4.0智能产品为载
体，通过物联网、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技术连
接设备，为企业、客户提供数据支持和服务。

中联重科入围“全球挑战者”百强
工程机械行业唯一上榜企业

� � � �湖南日报8月27日讯（记者 黄利飞）8
月26日晚， 三一重工披露上半年业绩。
2018年1至6月，实现营业收入281亿元，同
比增长46.42%； 实现净利润33.89亿元，同
比增长192%；每股收益0.44元。

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 三一重工

挖掘机械销售收入111.6亿元， 同比增长
61.62%，在国内市场已连续第八年蝉联销量
冠军；混凝土机械销售收入85.49亿元，同比
增长29.36%； 起重机械销售收入达41.02亿
元，同比增长78.47%；桩工机械、路面机械等
设备销售均实现较快增长， 总体市场份额进

一步增加。
业绩大幅增长，大资金青睐有加。截至

2018年6月末，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增持三一重工股份至3.52亿股，较年初增加
6454万股，占总股本比例4.56%，成为第二
大股东。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继
续持股8310万股， 是第六大股东。 另外，前
十大股东席位中有三只社保基金，其中全国
社保基金一一二组合和一一一组合，为今年
第二季度新进， 分别持股6408万股和5784
万股。

三一重工上半年实现净利近34亿元
前十大股东席位中有三只社保基金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跃新

8月19日， 新化县公安局上梅派出所
接到群众举报， 有人冒充国家监委工作人
员招摇撞骗。派出所立马出警，抓获了一名
冒充国家监委工作人员的骗子和一名“助
手”。

经查，8月13日，新邵县龙溪铺村村民
胡某带着“助手”刘某，来到新化县维山乡
黄古村，自称是国家监委明察暗访组干部，
专门进村调查纪检和信访问题， 可为老百

姓伸张正义。胡某拿出一个红色“工作证”，正
面赫然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几
个大字，背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和证件编号。

村民肖大爷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提交
了一份报告。8月17日，胡某将肖大爷约至
其临时办公地点———新化县城一家宾馆，
并拿出特制的大信封，说能将材料直接寄
往中央和国务院。同时，胡某介绍，为扩大
影响，最好先把材料内容发到一些国家级
网站，但每个网站需要150元手续费。肖大

爷把1200元辛苦钱给了胡某。
2天后，肖大爷觉得不对劲。村民也发现

了问题：“国家监委来的干部怎么可能收取
费用？”于是，有人拨打110报警。经当地民警
和县纪委工作人员调查， 胡某是一个农民，
所谓“工作证”是在打印店花钱制作的。

“冒充国家监委的人容易让老百姓相
信，我们好从中搞钱。”胡某交代。目前，两名
犯罪嫌疑人已被新化县公安局依法刑拘，案
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这个案件损害了纪委监委的形象，
也折射出我们的工作与群众的期盼还有
一定距离。” 新化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
表示，“我们将进一步深入基层、 深入群
众，畅通信访渠道，及时解决群众的合理
诉求。”

声称可为村民解决“麻烦”———

假“国家监委干部”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