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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胡宇芬 王茜
通讯员 焦蓓） 9月21日， 长沙新能源材料工业
技术研究院在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挂牌成
立。 这是我省第一家以新能源材料为主题的工
业技术研究院。 该研究院由长沙市人民政府和
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依托长沙矿
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建设。

新能源材料是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是长沙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也是中国五矿重点发展的
战略新兴业务。新能源材料作为长沙支柱产业，

聚集了包括中国五矿等众多成员单位在内的研
发机构和行业领先企业，技术水平、产业规模全
国领先。 其中， 投资110亿元建设的产值200亿
元、 年产10万吨新能源材料的中国五矿国家新
能源材料产业基地， 将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
展，成为长沙新能源材料千亿产业的龙头。目前
该项目一期工程主体厂房全部完工， 正在进行
设备安装和调试，将于今年年底正式投产。

据长沙矿冶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杨应亮介绍， 新成立的研究院以新能源材料

与器件研发、新能源材料智能制造、废旧动力
电池资源循环利用、 电池材料清洁生产技术
为主要研究方向，集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成
果转化和产业化功能于一体， 倾力打造新能
源材料研发领军企业， 致力成为最具国际影
响力的、基于“互联网+”的科技协同创新平台
和产业孵化平台。为此，将集聚国内外行业领
军人物和旗舰团队来创新创业， 大幅提升长
沙新能源材料产业创新能力和产业化水平，
助推长沙成为新能源材料创新之都。

我省首家新能源材料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
助推长沙成为新能源材料创新之都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杨军 通讯员
夏艳辉 夏正行）9月20日， 在益阳市赫山区
龙岭工业集中区湖南吉祥家纺产业园项目
现场，施工车辆来回穿梭，机械轰鸣，年产2
万吨高档毛浴巾绿色智能制造技术升级改
造项目的厂房正在加紧施工中。 该项目总
投资达12亿元 , 被列为我省2018年“5个
100”重大项目。

据介绍, 湖南吉祥家纺产业园项目分为3
期，占地面积1100多亩，俨然一个家纺城。项
目一期今年5月开工, 今年12月底建成后将实
现年产值20多亿元， 出口创汇2亿美元以上，

提供就业岗位1000多个。
据龙岭工业集中区党工委书记谭正祥介

绍， 湖南吉祥家纺产业园项目是益阳龙源纺
织有限公司投资兴建的， 一期将建设高速喷
气织造自动化生产线、 印花自动生产线和全
流程自动纺纱生产线，设备从德国进口。该项
目将使益阳龙源纺织由小做大、 转型升级和
全产业链发展。一期工程建成后，公司将成为
我国规模最大、设备最先进、产品最高端的印
花毛浴巾生产企业。

益阳龙源纺织有限公司目前是我省规
模最大、 技术装备水平最高的毛巾生产企

业，产品出口欧盟和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等30多个国家。 为进一步把益阳龙源纺织
做强做大，赫山区以龙源纺织为龙头，制定
纺织产业发展规划， 将企业分散式发展改
变为集聚式发展，形成一个特色产业园区。
在此基础上，创优环境，倾力扶持，先后帮
助吉祥家纺解决了项目用地、 污水处理的
配套设施和黑恶势力阻工等问题， 为项目
保驾护航。 特别是借力助贷保和风险补偿
基金，与商业银行签订协议，用2000万元基
金撬动2亿元，弥补了项目流动资金和技改
资金部分不足的难题。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
员 曹良海 马珏）日前，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现代农业集团)与隆回
县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3年内，由现代
农业集团在该县投资富硒优质稻种植和加工、
油茶产业等5个项目，总投资17亿元，推进该县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

隆回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 该县将发展
现代农业作为核心目标，依据自身特点，坚持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大力发展金银花、优质
稻、烤烟、生猪等主导产业和辣椒、百合、油
茶、特色果蔬等特色产业。近年来，隆回县致
力于实现农业生产基地化、经营统筹化、加工
标准化、 产品品牌化、 销售渠道化的五化模
式，促进农业产业资源聚集，形成农业加工企
业产业集群。

现代农业集团是我省国有大型独资企
业， 是引领和带动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

的龙头企业和投融资平台。
据了解，现代农业集团拟投资1亿元在该

县桃洪镇、 南岳庙等乡镇建设富硒优质稻种
植和加工项目， 发展富硒优质稻订单生产10
万亩，并配套种植油菜10万亩；投资10亿元，
在隆回县城周边搭建农产品仓储物流中心、
集中配送中心及销售平台等。同时，在全县范
围内实施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 稳定
粮食生产，助推乡村振兴。

益阳市打造吉祥家纺产业园

一家企业托起一个产业城

隆回县依托特色促资源集聚

“筑巢”引来17亿元大项目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姜鸿丽 鲁
融冰 通讯员 吕俊 陈克钧)9月21日，在姜
开斌的家乡常德市鼎城区，4万多名党员
开展“学英雄·践初心·比作为”主题学习讨
论活动，掀起学习姜开斌的热潮。

为弘扬英雄姜开斌不忘初心、 不怕牺
牲的精神， 对党忠诚、 恪尽职守的优秀品
格，挺身而出、顽强拼搏的工作作风，鼎城
区委经研究决定开展这次学习讨论活动。
今天，活动通过该区“智慧党建”视频会议
系统，在全区28个乡镇(街道、场)、302个村
(社区)、110多个区直单位党组织中同步展
开。

在鼎城区委组织部活动现场，大家
表示，要从成长的维度 、党性的维度和

做人的维度，传承英雄特质 ，争做合格
党员。 区委常委、 组织部长王少贤说：
“鼎城区是一片英雄辈出的热土， 学习
身边的英雄更能激励大家前行。作为管
党治党的部门，组织部门要带头学习姜
开斌的优秀品格， 并将学习活动广泛、
深入开展下去。”

在姜开斌出生成长之地———鼎城区许
家桥回维乡， 乡党委特意请来了姜开斌生
前战友王天福， 为党员干部讲述英雄成长
经历。王天福说，姜开斌牺牲前一天，他们
还曾通过电话， 战友们计划中秋节一起去
大连探望他。“虽然英雄离去了， 但大家行
程不变，相约追寻英雄战友的足迹。”王天
福说。

英雄家乡学英雄

鼎城区掀起学习姜开斌热潮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记者 李国斌）9
月21日，“绿手帕基金公益环保行”走进湖
南活动在长沙启动。 该活动将到全省各个
市州宣传新时代公益环保，倡导公众“重拾
手帕、少用纸巾、保护环境”的理念。

“绿手帕基金公益环保行”走进湖南活
动，是“绿手帕365全球公益行动”的组成部
分，由中国绿化基金会发起，旨在倡导“重拾

手帕、少用纸巾、保护环境”，培养人们多使用
手帕等可循环物品的习惯，践行低碳、绿色的
生活方式。当天，共有400多位环保人士、企
业家等参加了此次活动， 一同为建设环保绿
色新湖南加油助力。嘉宾们在发言中表示，绿
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要
发动更多的人保护环境，参与生态文明建设，
共同构建绿色家园。

“绿手帕基金公益环保行”
走进湖南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陈斯哲 罗羽泉)“在拟表彰名单中，李
某成今年曾两次督查不在岗，有类似问题或
受到问责的，共有35人，不能评先，请予以取
消。”9月18日， 新田县纪委监委派驻该县某
单位纪检监察组及时向单位反馈意见。

为加强对干部廉政情况的管理和监
督，全面掌握政治生态，今年，新田县纪委
监委派驻各单位纪检监察组建立了廉政台

账， 涵盖所派驻单位干部职工的个人基础
信息、 个人事项申报以及接受组织处理处
分的详细情况等， 并对廉政台账信息实行
动态管理，确保廉情信息更新及时、准确，
实现鼠标一点，信息可查阅。

据统计，今年以来，新田县纪委监委派
驻全县各单位纪检监察组使用廉政档案回
复党风廉政意见80人次，有效杜绝了“带
病提拔”“带病评先”等的发生。

新田廉政台账防带病提拔评先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尹振亮 王继华）近日，嘉禾县纪委
监委同时对外发出正反2起通报。 其中，该
县公安局政工室主任李某及民警翟某因工
作懈怠等，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对遭遇不实
举报的广发镇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胡翔雁
等4人予以澄清正名，还干事者以清白，在
当地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近年来，嘉禾县委、县政府在给全县干
部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时，坚
持“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的
原则，出台了《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

担当新作为的意见》等文件，最大限度支持和
保护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 多给
想干事、能干成事的同志搭建“练兵习武”的
平台。特别是在处理信访举报件的过程中，凡
查证不实的信访举报， 及时向举报人反馈情
况，结案销号；为因工作作风正派，勇于改革
创新， 敢于抵制不良行为而受到诬告陷害的
党员干部澄清事实、 鼓劲撑腰， 消除负面影
响；对诬告、错告他人的予以严肃查处，营造
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

今年来，该县给15名干事者“撑了腰”，
问责了21名“惰政者”。

给干事者撑腰 向“惰政者”问责
嘉禾营造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

湖南日报9月2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
2018年9月20日， 湘潭市委原副书记赵文
彬(副厅级)涉嫌受贿罪一案，经湖南省人
民检察院指定管辖， 由常德市人民检察院
向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
了被告人赵文彬享有的诉讼权利， 并讯
问了被告人赵文彬， 听取了其委托的辩
护人意见。 常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指

控： 被告人赵文彬利用担任长沙市开福
区委书记，长沙市副市长、大河西先导区
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长沙
市委常委、大河西先导区党工委书记、管
委会主任等职务上的便利， 为相关单位
或个人在工程承揽、土地使用权取得、国
土证办理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非法收受
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依法应当以受
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检察机关对赵文彬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侗族妇女
梳纱忙
9月23日，通道侗族

自治县坪坦乡横岭侗寨，
妇女们在梳纱。 梳纱是编
织侗锦、侗帕、侗布等的基
础工序。近年，随着旅游业
的兴起， 该县的侗织品成
了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
为侗族妇女开辟了新的增
收渠道。 尹序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