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陈淦璋）孩子下午三点
半就放学了，但家长要下午五六点才下班，这段时间孩
子可以交给谁？今天，长沙银行“快乐益家·追逐梦想”育
才工程项目开班仪式启动，宣布由慈善基金出资、由长
沙22所学校执行，在三点半放学后对孩子集中开展素质
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预计今年将有2500多名学生接受
培训。

长沙银行于2017年开始向长沙慈善会捐资，启动“快
乐益家·追逐梦想”育才工程项目，连续五年共捐赠1200
万元。 当年培训工作主要安排在暑假， 组织13所学校的
2142名学生开展了素质培训和社会实践活动。

针对“三点半烦恼”这一社会痛点，长沙市教育局、长
沙慈善会、长沙银行创新性地整合资源，对该慈善项目作
出调整。 培训时间由暑假调整到学期中的每天下午三点
半，每次培训时长为1.5至2课时；培训对象年龄段由原来
的四至六年级，调整为一至三年级，主要面向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和城区低保家庭子女。

长沙22所执行学校分别是杉木小学、蓉园小学、东风
小学、潮宗街小学、马栏山小学、国庆二小、岳麓区望新小
学、德润园小学、望月湖第二小学、周南望城学校、高塘岭
实验小学、中岭小学、东方红小学、金桥小学、八局小学、
仰天湖金峰小学、南湖小学、树木岭小学、麻园湾小学、雅
塘村小学、圭塘小学和井圭路小学，各校将在近日开班培
训。学生经自愿申报和多方审定接受培训。

责任编辑 陈永刚 版式编辑 刘铮铮 2018年10月17日 星期三
经济·政治 07

!"#$%&'() *+,%&'(-./012
345678+,9:; !!" <=>?@#AB 9:C
DAEFG8+,HIJ4KL< #"!#!"$%&'M5 NOP
QRSTU("$$)"& VWX5 YZHI[\T #' ] #*
Z5-.^>_`aSbcde@5fgh%&i !" j
k5lc?9:mnCoGCD@pM5qrstuv,w
xyz{|}~�����gh>��

Cors�>��/����t�K�����5
�����������5}.&��! ¡¢£¤¥
¦§6¨ rs>©ª«¬T��®A%&¯°±²³
´µ¶¨

·¸�¹
!"#!º»¼ ½¾¿
!"$%!"&''+*$,((("(- - - !$&!'#($*!$

&'()*+"*,-.#
!"#$ / #% 0 &' 1

!"#$%&'()*+,-
./0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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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012345678/9:;<=>?

@ABCDE/FGHIJ+,4 $"!% K
L+,MNOPQRST/ UVWXYZ[\
+,]^_`/abFGcdef`\ gh3i
jk;ll.E\

m.nopq$%r$sWtuvwe
xyz{|}~�����B����.��
BCD/BCD��C/����Gcd��
J@���g\

@h3�=�/������h��=�/�
������\ g$%&�-�� ¡¢£¤¥
¦/§B��¨©J@���gª&«e¬\

$%�®¯°±²²³w´µ¶d·¸
¹º&/»ed¼2 %" ½/ ¾¿Àd¼ÁÂ

$"&'( Ã (#)(( ¤?ÄÅÁÂcd��/�Æ&
mÇÈCJÉÊËÌrÍQ3HÎÏ?

cd·¸Ð=v�J¸��Ñ?ÒbÓ/$
%CÔv´ÕÖ×Ø~ÙÚÛÚ�g~ÜÝÞß�
àáâãäåæ/ çèéê-�� µ|ëì
Ow´çíîu/ï-��àáð£ñò~óÖ
ôÔ~�æ��~�3õÌ~ö÷�øäùÔú
ûüý\

&���þ ÿ��çèª&!ed¼2
"�#/�µ�$%�~d¼ÁÂÕIW~�W/
¶Ö~¶&~¶'/%�ÁÂ%�(W)*+,\
-.-�/0¶dQ123*~ A3:~ 33
4/ª5`3d¼ÁÂ67~V8/eÔ.)w
`�GcdJ9HæÔ\

µ:;</ $%�Ôq�$Û=>���
�¤/q����¤?J@êA�Û=>�$/
�$��ÁÂB;w´/ �àá������

¤=>êC\
4_b2*ì²+D�EF?/Æ&qÉÊ

GHI~��rJKùÔ�L�M¤N¤OP/
QR &", Sù¤Ëò2%�\

ù¤Ê2/¡TU¼V\ _b/ù¤WX
YmMZ[\]^2�����/���23
KâIW_`/aN»@bcJd.efgh~
i+/ÄÅ234j/klW~mnoè/�æ
ª2 !"" Ãd¼Ãcd\

$%&«pqÜÝÞß�àáâã/rs
tu�Ñvº~MwÎLxrÙÍQ��gäy
7/êQCm�-�z{|}Ô\

¶d·¸/~���|��\ Æ&@�à
á $&( ��2Ä¶ÎLx ',% ¤��¶dQ
1/ab��m ,$ ¤\ Mw��%��Ëd¼
2�ÜÝÞß2ÙÍQ��g/wæª&�$µ
d¼Ã�×ê�Ä¶/ïQ½½d¼2��E

��/�a��Ùd¼�g\
:Ç/ ���)���2àá��|}Ô

=�~��=�/w´�=vC�/e ¾¿À
d¼Ã $!( Ã '$$ ¤\

$"!' b�/ $%&�É ¡�JÄ¶Î
Lxê����2�/ ¹�M¢2àá��/
ù¤£¤¥~ £Y¥A¦§Ë2�����~
2¨Ë\

���2ÙÍQ��g~Ä¶ÎLxx©ª
«�/ ���J2àá��/ ¬âÊ2®2
�~¯°s±[a~ ¿W²r³´-./aN
m.Yµ¶~ ?·Y¸¹ºÍX»¼½1¾¿
�ÀÁäw´YÂÃÄ\

Åê���2/ÆÇ[È»ÉÊËâÌ/Q
½½CÍÎ³ÏÐ/QÑÑÒÓÔÕÖ¦�\2
�Ö`~23�`/×_bØ/Æ2d¼¤kÙ
× !! Ã $( ¤\

� R�cd/ wHÚ'Û.ÜÝJÞß
���2\ à¥¦/×_bØ/Æ&áe #( ½
d¼2^â/ d¼ÁÂcd !&"$$ Ã #!!#'
¤\abØ/ÔXãäÙ¤cd~2^â~&��g
åO\

-.!
!"#$ ! #% " &' #! $%

&'()*+,! -$. !( /
&012+3#"

45! 6$789:;<=
>?!@ABCAD!EAFCA
G! %HIJKLMNOP;Q
R#STUQ;VW!:XYZ[
\9:]"

^_`abc$defga
ahijkl89:mno" p
qr!sotFuv#wFEx!
yEz{$|}~%���l#�
�l+#+3�����#���
������#$����% ��
l8(y��! �E��789
:���"

� ¡¢! %H£¤L¥¦
so789:§¨©#§ª«!¬
®¯"

!"#$%&'
/012345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10月16日上午， 广汽三菱研发中心
和零部件产业园开工及广汽三菱发动机
工厂投产活动在长沙经开区举行。 广汽
三菱将实现发动机等核心零部件和配套
件的本地生产， 这意味着湖南汽车产业
进入新的阶段。

打造体系完整产业生态圈，
推动汽车生态系统升级

为保持企业发展后劲， 加快本地化
研发和零部件配套的步伐， 此次落户长
沙的广汽三菱研发中心和零部件产业园

将成为承载广汽三菱产品开发和技术突
破的平台，引进国际化优秀人才、配备国
际先进研发设备、 设立世界顶级新能源
试验中心，提升企业自主研发综合实力。

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湖南汽
车产业已从单一企业的竞争升级到产业
体系和配套能力的竞争。

作为我省汽车工业聚集区的长沙经
开区，其负责人张庆红介绍，近年来，园
区全力推动各产业链关键链节和核心部
件项目的引进、落地和建设，引导企业加
大创新力度， 致力打造体系完整的产业
生态圈，推动汽车生态系统升级，更有力
地参与市场竞争。

广汽三菱研发中心作为我省首个
世界 500强的汽车企

业 在 湘 设 立
的整车 、零部
件研发机构 ，
将 为 广 汽 三
菱 提 供 车 型
本 地 化 研 发

支持。
据了解， 产业园计划引进20至30家

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 大幅提升零部件
本地配套率。届时，广汽三菱将建成以整
车工厂为中心， 发动机工厂和研发中心
为两翼， 辐射周边汽车零部件配套企业
的发展格局。

广汽三菱相关负责人测算， 到2020
年， 每年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
1000亿元产值。其中，整车产量将达50万
台，产值约700亿元，零部件产业和物流
业产值将达300亿元。

解决缺“芯”之痛，填补湖南
汽车自产发动机空白

在广汽三菱研发中心和零部件产业
园项目开工活动的当天， 广汽三菱发动
机工厂也正式投产。

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占地面积324
亩，包含发动机厂房、配套物流、办公区
及新能源生产车间综合区， 一期年产能

达20万台。项目自2017年3月开工建设以
来，只用了短短18个月就实现项目投产，
创造了我国同类工业项目建设的新速
度。

工厂以世界级标准建设， 发动机装
配线用柔性化生产线， 目前生产欧蓝德
用的2.0L，2.4L自然吸气发动机和即将上
市的奕歌车型用的1.5T双喷射涡轮增压
发动机。同时，这条生产线也是整个三菱
汽车在全球首个实现这3种机型混线生
产的生产线。 发动机装配自动化率约
50%，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发动机这一核心零部件本地化，将
有效扩充广汽三菱产能， 成为企业发展
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也填补了湖南汽
车自产发动机的空白，解决了缺“芯”之
痛。

据广汽三菱总经理葛城慎辅介绍，
今年1至9月， 广汽三菱在国内汽车市场
整体增幅放缓的大环境下逆势上扬，累
计销量突破10万辆，同比增长超过30%，
是行业增幅（1.5%）的20倍。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记者 陈昂昂 通讯员 许威
康煌 颜华军）昨天上午，邵阳县罗城乡保和村红白理事
会和去世的艾自成老人的家属算了一笔账：操办老人的
丧事花费29780元，比村里往年丧事标准节省4万余元。
省政协驻村帮扶队通过在该村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引导
村民简办红白喜事，树立文明新风，赢得了村民一致赞
誉。

今年，省政协驻保和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来，工作
队把开展移风易俗、打造文明示范村作为驻村帮扶工作
的一项中心工作来抓，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座谈会、党员
干部会、走访贫困户等途径，广泛宣传移风易俗工作，制
定《村规民约》，编成小册子下发到每家每户，并组织村
民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明确红
白喜事费用标准；选出老党员、老干部、退休教师等威信
高的老同志，担任红白理事会成员，专门负责村里红白
喜事操办工作。

艾自成老人生前遵守村规民约、移风易俗规定，生前留
下遗嘱要求儿女们从简办理他去世后的丧事。10月6日，老
人去世后，经济富裕的儿女们遵照老人遗嘱，由村红白理事
会从简办理丧事， 用餐全部用村里的不锈钢餐具， 没有唱
戏、请乐队、放烟花，做到了文明卫生安全节俭。

省政协驻村扶贫队队长罗小军介绍， 以往当地的红
白喜事由于没有固定标准，攀比奢侈之风盛行，村民也背
上了不堪重负的人情债。“自从制定了《村规民约》，成立
了红白理事会，不正之风得到有效遏制，实实在在地减轻
了村民的负担，受到了村民们热烈欢迎。”

简办红白喜事 树立文明新风
省政协驻村扶贫队
引导村民移风易俗

长沙市创新引入慈善资金
探索解决

“三点半烦恼”

湖南汽车进入产业体系和配套能力竞争时代，
到2020年，广汽三菱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实现再跨越———

向千亿产值挺进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阳
童 于江艳）“这些农产品
都是在外打拼的乡亲们
想念的‘家乡味道’，他们
随手通过电商平台下单，
几天内就能尝到这些家
乡的美味。”10月16日，茶
陵县桃坑乡双元村“金融
+电商扶贫服务站” 站长
胡建花，一边打包自制小
鱼干，一边联系快递公司
发货。

双元村原为省级贫
困村， 因村子靠近4A级
景区东阳湖， 村民们打
捞湖中野生小鱼， 制作
纯手工、 无添加的小鱼
干， 成了许多人心中的
“美味”。 但苦于没有销
售渠道， 这些乡村美食
销不出去。

去年，茶陵县开展电
商扶贫专项建设， 探索
建立村级“金融+电商扶
贫服务站”， 并在产品包
装、 宣传推广等方面加
强培训， 将双元小鱼干

等特色农产品放到茶陵赶街网等电商
平台销售，给村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
好处。

去年7月起，茶陵县先在当时的68个
贫困村开展电商进村示范工作， 在每个
村建一个“金融+电商扶贫服务站”。服务
站配备统一的门头、室内展板以及电脑、
电视、桌椅、货架、资料架、助农支付终端
等设备， 由服务站站长为村民提供代买
代卖、快递收发、转账取款、小额信贷等
服务。 各服务站还创造性采用“三站融
合，共建发展”模式，即整合电商服务站、
金融扶贫服务站、助农取款服务站资源，
打造“一站多能、一网多用”综合服务平
台， 推动农村金融服务与电商发展深度
融合。目前，该县已完成原有68个贫困村
服务站建设， 实现原贫困村电商服务全
覆盖，已发放包裹近2万个，完成交易额
约114万元。

此外， 茶陵县还对乡镇、 村干部与
“金融+电商扶贫服务站”站长进行培训,
并采取远程培训、 一对一上门培训等方
式， 对村民们通过电商创业进行基础普
及性培训与实战培训，已培训村民1万余
人次。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袁玉生 程彧喆）今天是第38个
世界粮食日。省粮食局联合省农委、省教
育厅、省科技厅、省妇联和长沙市政府，
在长沙市隆平水稻博物馆举办2018年
世界粮食日和粮食安全系列宣传活动
启动仪式。

今年世界粮食日活动主题是“努
力实现零饥饿”， 粮食安全系列宣传

主题是“端牢国人饭碗， 保障粮食安
全 ”。今年，我省继续实施“优质粮油
工程”， 加快推进粮食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 进一步推动粮食产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 着力增加绿色优质粮食产品
供给，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加
快构建更高质量的粮食安全保障体
系。

省粮食局副局长周辉呼吁， 我们不

仅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 更要致力于
将我们的饭碗盛满“中国好粮油”“湖南
好粮油”，希望全省粮食行业的同志继续
努力， 也希望全民动员、 全社会参与进
来。

启动仪式上， 主办方宣布了省级
“粮安之星” 名单和天地“粮” 心首届
“湖南好粮油”行动学生手机摄影大赛
获奖名单。

省粮食局在世界粮食日呼吁
努力将饭碗盛满“湖南好粮油”

建
成
﹃
金
融+

电
商
扶
贫
服
务
站
﹄

茶
陵
电
商
服
务
覆
盖68

个
贫
困
村

10月16日
是 世 界 粮 食
日， 中建二局
湖南分公司组
织志愿者来到
浏阳市小河乡
乌石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邱春
生家， 一次性
购买了他家的
1050 公 斤 大
米， 用行动帮
助贫困村民解
决粮食销路问
题。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邹园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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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荨荨（上接1版）
张灼华在致辞中号召全体南华

师生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更多堪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始终坚持人才
强校，全面提升人才队伍的核心竞争

力，努力建设一支德艺双馨的教师队
伍；始终坚持文化自信，大力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培育先进的
大学精神和特色的话语体系。

“深海勇士”号总设计师胡震、中
科院院士陈国强作为校友代表发言。

湖南日报10月16日讯 （通讯员 黎
春香 记者 彭雅惠）今天，省审计厅发布
消息， 据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办公室
通知，2018年度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将于10月21日举行。考生可于10月20日
17∶00之前登录中国审计数字在线网“审
计考试专区”下载打印准考证，逾期不能

打印。 届时考生必须携带本人准考证和
身份证原件方能进入考场。

据悉，此次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3个级别，我省
考场均设在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株
洲市云龙示范区职教大学城明礼路）。
开始考试后，考生迟到超过5分钟一律

不能进入考场。省审计厅提醒，今年考
场设置较远，建议考生提前熟悉地址和
交通路线。

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21日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