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1
23456% !#$% &789:;<=>?@=>?A
=BCDE?FGBHIE?JKLMN?KLOPQ
R?STUVA?WXYZ[B\]?^=_`abc
defghiaj;kl"mno)*=>pqrs
tuvwxyz{|}~���`��������

)*+�-./)��?)��7+�-./)
��?)��?)�����l"S�ml"�)*�
�./�����l� � �¡¢£¤¥��¦R§
¨©)*��./ªl"l� 7«"¬p®¯°
±²³´� µ¶·«"¸u¹ºj»¼7½¾¿Àu
ÁÂ�

«"�¢£ÃÄÅÆÇÈÉÄÅÊËÌÍ�ÄÎ
Ïp®' ÐÑÒÄÓ"Ô�ÄÕÖ ×Ø &'!()*(Æ
+()**Æ!()*,Ù�

!"#¢£ÚÛÜNÝ -Ö×.(Þßàá¢£âyãäÙ
$%&/0+*'",+"###1 1 ""!!/#*

! ! ! !'"&222345678839:6

!"#$%&'()*+,-)./

!"#$%&'()*!"+#",$!#!"#$%&-.*

!"#$%&'()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侯忠仁 何潘 ）“经一年多的努
力， 公司的稀贵金属废料循环利用整合
升级工程项目已全面建成。”9月18日，位
于永兴县经开区的湖南省金润碲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作为公司提质
增效项目， 通过优化工艺可实现资源最
大化循环利用， 投产后每年可处理稀贵
金属物料15万吨。

去年来，永兴县突出“园区提质增效”
建设， 咬定稀贵金属主体企业转型升级不
放松，并加强对电子信息业、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现代商贸物流业、新型制造业等新兴
产业的培育，注重技工贸总收入、规模工业
增加值等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 补齐园区
产出贡献率低的短板。 该县一方面以争创
国家级园区和打造千亿产业园为契机，通
过污水处置厂及路网建设， 提升园区基础
设施“硬实力”；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僵尸”
企业和闲置土地清理工作， 鼓励企业实施
“零增地”技术改造，实现节地水平和产出
效益的双提升。 同时,深入开展“一次办结”
改革，做到“园中事园中结”，提升服务企业
的“软实力”。

该县实施产业园区精准招商, 今年
先后签约引进计划总投资25.8亿元的中
机国能综合能源站、投资5亿元的特步体
育用品产业园等重大项目18个。今年前7
个月实际到位内资27亿元， 实际利用外
资1.2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20%、15%；
新增外资企业3个。同时,加速园区产
业项目落地,今年实施的36个重点产
业项目，在“联企包项”等工作机制
推进下，建设全面提速，已竣工项目
5个。 全年产业项目可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120亿元以上，同比增长18%以

上。
目前，永兴县园区共有市场主体560

个，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90个，高新技
术企业47个。 今年1至7月实现技工贸总
收入424.5亿元,同比增长13.2%；完成税
收5.26亿元，同比增长20.2%。

�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见习记者 肖
畅 通讯员 肖燕）9月中旬， 韶山市韶山
乡韶阳村84岁的沈卫存老人寿终正寝。
没有拱门酒席，没有唱戏烟花，唯有三声
地炮震阴阳，鲜花哀乐悼亲人。简单操办
丧事的沈祖强说， 厚养薄葬才是对老父
亲最大的孝心。

这场简朴的“身后事”，得到不少村民
的响应与支持。“大家都不喜欢攀比，只是
先前没有人来打破这个惯例。 现在有人带
头，我们都很支持。 ”村民熊慧说。

近年来，韶山市围绕美丽乡村建设，全
面实施乡村文明行动， 把文明节俭操办婚
丧喜庆事宜作为加强乡风民风建设的切入
点，在坚持宣传教育与管理约束并举、政府
治理与村民自治并重的原则下， 全市38个
村（社区）都将移风易俗相关内容完善到了
村规民约中。

同时， 全市各村和社区都建立健全
了红白理事会、 道德评议会、 村民议事
会、禁毒禁赌会和移风易俗工作流程图，
通过开展入户联情、民调走访、晚间治安

巡逻、支部主题党日、志愿服务活动等形
式，利用文化墙、村村响、文体小广场等
载体，向群众宣传移风易俗新风尚。

大吃大喝的场面不见了， 村里的文
体等活动却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 乡村
文化大舞台上， 群众自导自演的文艺节
目轮番上演；“道德讲堂”里，“诵经典、传
美德”演讲比赛声情并茂；文化服务中心
里，来下棋、打球、看书的群众络绎不绝；
“五好文明家庭”“好婆媳”“身边好人”等
评选活动中，村民们争先报名。

如今， 走进韶山市， 文明新风拂面
来。 韶山乡黄田村村委会主任赵贱林自
费出资建设诗词文化墙， 营造新风尚浓
厚氛围； 银田镇银园村77岁的村民韩承
文立下后事“不设道场，不请戏班子，不
摆人情宴，一切从简”的遗嘱；清溪镇党
员庞爱春自驾游为八旬母亲祝寿， 取消
了原大办寿宴的计划……移风易俗的春
风浸润村风、民风、家风，在百姓心里“开
了花”。

道德之光 美在湘西

自治州表彰10名道德模范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李孟河）“这份荣誉不

属于我个人，更属于全州的公安民警。 ”9月18日下午，第四
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道德模范颁奖典礼现场，获评“敬
业奉献道德模范”的保靖县公安局民警彭锦一席话，引得全
场掌声雷动。 当天， 自治州文明委共对彭锦等10名助人为
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道德模范进
行表彰。

本届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由自治州文明委主办，以“道德
之光·美在湘西”为主题。 获得表彰的10名道德模范中，有把
微笑带给乘客的的士司机，有在着火冒烟车厢中奋不顾身救
人的退伍军人，有忠于职守、勤勉尽责的检察官，有几十年如
一日为自治州举重运动奋斗的教练员，有独自支撑四口患病
之家的七旬“孝儿媳、好母亲”等，他们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弘
扬正能量，点燃了道德之光。

� � �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欧阳倩
肖巧丽）3万余册非遗书籍， 定期
举行非遗书院大课堂……今天，
长沙市雨花非遗书院揭牌， 即日
起免费向市民开放。

作为国内首家非遗主题书
屋， 雨花非遗书院占地600余平
方米，分为综合阅览室和中厅演
绎区。 综合阅览室内有3万余册
藏书，分湖湘文化区、非遗图书
区、非遗体验区、非遗演绎区等。
中厅演绎区将定期开展非遗讲
座、非遗展示，播放非遗电影、非
遗戏剧等。

雨花非遗书院集非遗产学研
于一体，下设产业研究部、研发设
计部、拓展服务部，以及非遗研学
中心1个、非遗传承基地8所、非遗
体验基地30个。 除提供免费开放
之外，还将致力于探索“书院+教
育”“书院+创新”“书院+研学”“书
院+文创”等多元发展模式。

当晚， 雨花非遗夜市也正式
开启。 夜市分为非遗美食、非遗舞
台、非遗驿站、非遗文创、非遗体
验基地5大板块，市民可以前往观
看民俗表演、非遗展演，品尝捏糖
人、臭豆腐等非遗美食。

有事就打领导电话
宁乡市164名领导工作电话向社会公开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李曼斯 李向） 9月18日， 宁乡
市面向社会公开164位领导干部姓名、 职务、 责任分工
（限市领导） 和手机号码。 市民如有诉求， 可通过编发短
信、 拨打电话等方式向领导干部反映情况。

“S209公路正在施工， 车辆经过后路上灰蒙蒙一片，
扬尘很严重。” 一位宁乡市民在微信群中得知相关消息后，
试着拨通了该路所在地段镇长的电话。 该镇镇长回复他，
目前修路过程中已安排洒水车进行除尘作业， 今后会根据
他反映的情况增大洒水作业的频率， 尽量消除扬尘对路人
及沿线居民的影响。

根据规定， 原则上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只接收短信，
不接听电话， 如果市民有诉求， 需在编辑短信时写明真实
姓名、 联系方式、 家庭住址和主要诉求或建议等相关内
容。 对于老弱病残等原因编写短信确有困难的， 也可以直
接拨打电话反映。

宁乡市还规定， 此次公布的电话号码必须由领导干部
本人使用， 在上班时间要及时查收群众反映的事项， 亲自
交办、 协调、 督导， 不得交由其他工作人员代为回复。

省出生缺陷防控技术
示范基地落户郴州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刘振）9月
18日，“湖南省出生缺陷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在郴州市第一
人民医院授牌， 这标志着郴州市成为湖南省首个出生缺陷
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据了解，“湖南省出生缺陷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将沿着
“孕前、孕期、分娩期、新生儿期、儿童期”生命链，以“先天愚
型、地中海贫血、先天性耳聋、遗传性代谢性疾病”4类可以
预防的重大出生缺陷疾病作为突破口， 研究开发和推广应
用出生缺陷防控新技术，通过“承接－创新－规范－推广”
模式，搭建湘南区域出生缺陷防控网络，逐步辐射全省，进
而打造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出生缺陷防控技术示范基地。

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2006年9月就成立了产前诊断中
心，是湖南省第一家获得产前诊断资质的地市级医疗机构，
累计确诊各类畸形胎儿4110例，均成功进行了医学干预，出
生缺陷防控工作处于湖南省先进行列。

征信知识
走进岳阳“百企万户”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徐典波 方亚平）今天，岳阳市发

改委、 中国人民银行岳阳市中心支行联合主办的征信知识
进“百企万户”首场宣传活动，在岳阳经开区的海凌科技孵
化器有限公司举行， 全市16家金融机构以及众多企业代表
参与。 主办方表示，活动是为了扎实有序推进岳阳市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诚信岳阳”。

此次活动由岳阳经开区管委会承办，主题为“推动信用
体系建设，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以征信及相关知识为宣传
重点。 主办方将持续开展活动，采用“一对一”征信知识宣
传、固定展台宣传、自媒体宣传、开展征信知识讲座等形式，
深入全市各园区及企业开展宣传，优化岳阳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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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非遗书院”
在长沙揭牌

� � � � 9月20日晚， 市民在长沙雨花非遗夜市选购各式非遗文创产品和风
味小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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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长沙文化创意
设计人才培训班开班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李典
航）聚集了长沙市各类文化创意企业的负责人、设计总
监、设计骨干等高端设计人才的“2018长沙文化创意设
计人才培训班”，昨天在长沙理工大学开班，吸引了200
余名学员参加。

本次培训活动旨在通过培训推动长沙特色文化与创
意设计产品的结合，提升长沙文化创意设计水平，增强长
沙市文化创意产业在全国的竞争力， 同时提高中国·长沙
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参赛作品的规格和质量。活动由长沙天
心文化（广告）产业园主办，培训时间为两天。

雨花区启动“万人大巡防”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欧阳倩 陈波 熊其雨）今天，长

沙市雨花区正式启动社会治安防控“万人大巡防”行动。今
后，1.2万余名专业巡防员和万余名巡防志愿者，将通过24
小时全天候、无盲区巡逻，形成“错时巡防、民警带队、看门
守栋、佩戴袖章”的平安大巡防工作格局。

近年来， 雨花区始终围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目标，深
入推进巡防改革，社会秩序持续平稳，群众满意度大幅提
升，连续11年保持湖南省“平安县市区”荣誉称号。

新闻集装

转型升级不放松永兴

移风易俗新风劲韶山

金甲红柚熟 果农日子甜
湖南日报9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唐兰荣)“柚”是一年收获季。 今天，记者走进衡阳市
珠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金甲梨园的柚子基地，看见
枝头挂满一个个圆大饱满的红柚，树下则围满了果
农和游客，空气里都弥漫着丰收的喜悦。

“红皮红瓤红肉，皮薄汁多，甜中微酸，蜂蜜口
感……”果农一边给游客介绍，一边摘下一个柚子，
剥开外皮，递给众人。 三两下揭开果皮，只见一瓣瓣
柚子肉呈现出浅红色，闪烁着晶莹的光泽。 咬上一
口，肉质细嫩，汁水充足。

“今年试投产300亩，预计可产8万公斤柚子。 ”
基地负责人介绍。

柚子熟了，不仅美了乡村，也富了果农。 在金甲
梨园柚子、葡萄、早熟梨等产业项目扶贫带动下，堰
头村原有的62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近年来，珠晖区大力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
农民搭建增收致富新路子。目前，全区拥有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16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150家和家庭农场51
家。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增加值达3.4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