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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通讯员 胡亮 杨枫

今年8月， 花垣县岩锣村的西瓜迎来大丰
收，瓜农们却为25万余公斤西瓜的销路犯了愁。
8月20日，村委会制作了一条推销西瓜的“微视
频”上传到当地“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微信群。

第二天，步步高商业连锁股份有限公司湘西
分公司的生鲜采购负责人来到岩锣村了解情况；
第三天， 步步高超市吉首店和红旗门店采购
3000公斤西瓜；第四天，开源·浏阳河集团、东矿
集团等企业开着货车到村里买瓜……不到一周
时间，25万余公斤西瓜销售一空。

岩锣村西瓜的热销，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两新”组织党组织积极助力脱贫攻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州引导“两新”组织党组织发挥行业特点
和资源优势，全力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州委组织部把抓党建促脱贫攻坚纳入“两
新”组织党组织书记“双述双评”、目标管理考核
的重要内容，建立州、县两级党员领导干部联系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制度；以“全员联创”活动为
抓手，组织235名组工干部通过“一对一、多对
一”的方式，联系179个“两新”组织党组织抓好
党建工作，主动对接脱贫工作。州委组织部还采
取党校集中教学辅导、 赴发达地区参观考察、产
业基地现场教学等方式，提升“两新”组织抓党
建、管企业、促脱贫的能力和意识。

一系列举措赢得了“两新”组织的积极响应。
开源·浏阳河集团在自治州设立浏阳河农业开发
公司等2个公司、8个专业合作社， 与十八洞村、
让烈村等14个深度贫困村开展“党建对接、产业
扶贫”活动，提供帮扶资金发展旱杂粮种植和庭
院经济，并高于同期市场价收购农副产品，累计

收购金额达1000万元。 湘西民办教育协会组织
57所吉首市民办学校与贫困山区民办幼儿园
“结亲”，开展结对帮扶送教下乡活动；永顺金海
学校等3家民办学校单独设立“扶贫学位”，为
600余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开展教育助学帮扶。
永顺县民族医院为结对帮扶的雨联村设立“扶贫
病房”， 贫困户住院自负部分的费用全部给予减
免；红十字会博爱医院、河西医院等4家民营医
院开放贫困户就诊“绿色通道”， 设立扶贫病床
60余张，开展送医送药下乡活动30余次，为贫困
户减免医药费50余万元。

据统计，该州已有180余个“两新”组织投入
到脱贫攻坚的热潮。3年来，自治州累计减少贫困
人口50万人，贫困村退出504个，吉首市率先脱
贫摘帽。广大“两新”组织党组织和党员成为脱贫
攻坚战的“生力军”。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张慧） 省机场管理集团今
日发布， 长沙黄花机场西南站坪扩建
工程于19日通过行业验收。这意味着，
黄花机场的停机位从目前58个增至65
个，将有效缓解机位资源紧张压力。

长沙黄花机场西南站坪扩建工程项
目建设总面积约7.2万平方米，今年5月开

工建设，8月28日竣工。项目在黄花机场一
跑道的南灯光站南侧新建7个C类机位
（最南端机位兼顾E类试车位） 以及配套
特车库、生产工作用房等辅助生产设施。

据介绍， 西南站坪扩建工程投入
运营后， 黄花机场将新增7个停机位，
有效减轻机坪运行保障压力， 提高运
行安全和品质。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高肇健）9月18日，“2018年常
德市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创新发展暨
理想信念培训班”开班。来自常德市
工商联直属分会、行业商协会、常德
异地商会和各区县（市） 工商联的
111名非公经济人士将在此参加为
期5天的培训。

据悉， 此次培训班是该市近年来
组织的规模最大的非公经济人士培训
班。111名非公经济人士集中“充电”，
学什么？记者从常德市工商联获悉，本
期培训主题突出，课程内容丰富。主办
方精选了《以新思想为引领，不忘创业
初心， 接力改革伟业》《常德市当前区

域经济发展形势分析》《传统行业企业
转型升级》《助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
略》《协商民主建设与社情民意辅导》
等5场针对性强的专题辅导。同时特邀
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客座教授、北
京天星汇通创业投资中心创始人、总
裁于宝刚，为学员们讲授《融资渠道创
新与资本运营》。

常德市工商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期培训班旨在通过名师授课， 帮助
非公经济人士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
九大精神， 系统掌握新常态下政治经
济发展系列政策部署和新态势， 紧跟
时代抢抓机遇实现高质量发展。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张泽鹏 ） 工信部近日发布公
告，我省“TWS真无线立体智能耳机”
等7个项目，入围2018年“创客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10月10日工
信部将在广州举行2018年“创客中国”
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届时，我省7个
入围项目将与全国各地的参赛项目同
台竞技，一决高下。

这7个项目分别是：湖南国声声学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TWS真无线立
体智能耳机”项目，拥有新一代无线耳
机的核心技术； 湘西宏成制药有限责
任公司的“湘西百药膏、桐芝膏关键设
备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填补了急性
痛风快敷用药的市场空白； 湖南小快
智造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电能过滤

器的研发与产业化”项目，为用电安全
提供高级别保障； 长沙五犇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的“高性能以塑代钢轻量
化材料领航者”项目，开发出高强度、
高模量、自润耐磨的高分子复合材料；
湖 南 湘 晨 飞 机 工 业 有 限 公 司 的
“XY-100自旋翼轻型运动航空器整机
研发及产业化”项目，产品性能与质量
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湖南华品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的“供电轨—列车行驶
的动力提供者”项目，在全球率先实现
城市轨道交通用供电轨系统的全线无
缝连接； 湘潭宏大真空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的“盖板玻璃类金刚石真空镀膜”
项目，使盖板的抗刮伤、抗冲击性能以
及光学、疏水特性都得到极大提升，具
有良好的市场应用价值。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记者 刘永涛）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官网披露的信息显示，吉祥人寿近日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推出了新的增资计划，将拟
增资扩股金额确定为不超过11.63亿元。

今年4月，吉祥人寿推进金额不超过18.54
亿元的增资。不过这一增资扩股申请因与新实
施的《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存在一定冲突，
吉祥人寿对方案进行了调整。与终止实施的上
一版方案相比， 吉祥人寿前5大股东的持股比

例将由上一版的 85.43%增加到最新版本的
88.48%。

从最新的增资方案可以看出，吉祥人寿第一
大股东财信投资的持股比例将从33.33%下降到
33.00%； 湖南农业信贷的持股份额则上升最多，
由4.93%增加至13.09%，为第四大股东。

最新数据显示，虽然吉祥人寿二季度综合偿
付能力仍低于100%的监管红线， 但已由一季度
的78.87%增长至82.73%，增长3.86%，稳中有升。

自治州：

精准扶贫路上“两新”组织同行
黄花机场西南站坪扩建工程

通过验收
将新增7个停机位，有效缓解机位资源紧张

常德111名非公经济人士集中“充电”

“创客中国”全国总决赛10月广州举行

我省7个项目入围

吉祥人寿推行新的增资计划

拟增资扩股不超过11.63亿元

健康教育
呵护儿童

9月18日， 小学
生在医护人员的带领
下参观气管异物实物
展。 当天， 省儿童医
院医护团队走进长沙
市雨花区枫树山小
学， 针对校园高发的
气管异物等意外伤
害， 为该校师生带来
了一堂生动的医学科
普和急救知识课。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姚家琦
摄影报道

民政部财政部专家组肯定

株洲居家和社区
养老工作获点赞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李永亮

张咪）“株洲市结合市情构建的居家和社区养
老服务模式措施得力，效果明显，为全国养老
服务改革探寻了一条路径，值得借鉴和推广。 ”
18日，国家民政部、财政部专家组来到株洲市
进行考核指导，对该市开展的全国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工作予以肯定。

去年底， 株洲市有60岁以上老年人74.07
万人，占总人口18.15%。 去年，该市获批为全国
第二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城市。 该
市按照民政部、财政部要求，构建相关政策体
系，探索出“老年协会+农村留守老人”等居家
养老服务模式。 目前，全市共建立基层老年协
会1310个，建成农村互助幸福院447个，并利用
老工业企业闲置厂房、文体活动中心、厂矿医
院等场所，培育了一批养老企业与机构，开展

“养中有医、医中有养”服务。
至今年6月底， 株洲市共有各类养老床位

23628张， 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1.9张，
居全省第二，基本形成了“区（县、市）有示范中
心、街道有服务中心、社区有日照中心、小区有
老年驿站”的4级养老服务网络。

专家组提出，在接下来的试点工作中，要加
入更多“爱”的理念，让养老服务更加人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