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明
之
火，

点
亮
市
民
心
灯

︱
︱︱
常
德
文
明
城
市
建
设
的
探
索

华声在线：www.voc.com.cn国内统一刊号 CN�43—0001 湖南日报社出版

戊戌年十月十九
第25001号

26
2018年11月

星期一

今日16版

邮发代号 41-1 本报电话总机：(0731)8４３１２９９９ 邮编：４１０００５ 邮政服务热线 11185 湖南日报报刊发行中心投诉热线：（０７３１）8４３２９７７７ 本版责编 刘凌 版式编辑 李珈名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李茁 徐
德荣 通讯员 夏建军）“不仅将手机屏色域
扩大了，还将成本从500元降到了10元。”近
日， 衡山县佳诚新材料公司新研制的手机
量子点膜引来客户考察洽谈， 公司负责人
介绍，该产品即将实现量产，目前已与OP-
PO、小米、华为等公司签订战略协议。

今年来，衡山县推行“原地倍增”计划，
即在不增加用地或少增加用地的前提下，
力促现有民营企业实现规模与效益倍增，
培育一批当得起家、 扛得起旗的大型龙头
企业。经前期摸底调研和严格筛选，佳诚新
材料以及春昌钨业、新金龙纸业、嘉力机械

等10家民营企业被列为试点企业。
为使企业“轻装上阵”，衡山县深入推

进“放管服”改革，在要素保障、资金扶持等
方面出台配套政策措施， 重点加大对试点
企业的扶持力度。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多
次深入企业走访调研， 现场为企业解决问
题。至9月底，全县累计摸排出企业需要解
决的问题260个，已解决142个。

衡山县还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完
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 帮企业解决融
资难题，并积极为企业争资跑项，引导鼓励
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加强产学研合作。今
年， 全县先后为企业争取到科技计划项目

13项，工业技改和制造强省项目8项，争取
项目扶持资金超1000万元。前不久，佳诚新
材料新建成的省级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获得
省科技厅新兴关键共性技术项目认定，正在
申报国家级行业技术中心及省重点实验室。

“原地倍增”计划推行以来，衡山县不少试
点企业实现高速发展，项目建设一派红火。皕成
科技今年5月建成投产第二条生产线，新增产能
18万吨，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嘉力机械在去年
完成工业总产值1.08亿元的基础上，增资5700
余万元添置生产及检验设备，预计可年增产值1
亿元。据统计，今年1至9月，全县10家试点企业
产值、税收同比分别增长23.8%、11%。

欧阳倩

一条河流从城里穿过， 是自然给城市
的馈赠，更是市民的福祉。

对长沙市老城区雨花区而言， 圭塘河
就是一条这样的河流。

然而，河流可以添景，也可以“添忧”。
曾几何时， 圭塘河水质黑臭， 被市民称为
“龙须沟”。近年来，在长沙市雨花区委区政
府的整治改造下，如今的圭塘河，白鹭在河
中嬉闹，碧波荡漾着幸福。

10月中旬， 圭塘河井塘段示范公园全

面动工。 建成后将串联起圭塘河全流域风
貌，拉通一条城市滨水微旅行长廊。

治理，体现担当的精神
作为长沙唯一的内流河， 圭塘河哺育

了一代又一代市民。可她也曾不堪重负：工
业污水、生活污水，日积月累，原本清澈的
河水变得又黑又臭。

群众扼腕痛惜，政府牵肠挂肚。从1996年
建区以来，雨花区对圭塘河的治理从未停歇。
虽有一定成效，但并未彻底“改头换面”。

“既要还老账，也不能欠新账。治理圭

塘河，担当是第一要义。”雨花区委书记张
敏的话，彰显着区委区政府的决心。

———先要把历史的“账”算清楚。圭塘
河全长28.2公里，经商贸区，过住宅区，穿棚
户区，2000年以前，治理侧重在防洪度汛方
面，强调洪水快排，却未对100多个排口末
端截污。长年累计，清水变“墨水”。再加之
上下游落差小、流量小、自净能力差等“先
天不足”，历史的“欠账”越来越多。

———再把现在的“家底”弄明白。按照
大多数人的想法，上游跳马镇为农村地区，
山清水秀，风景秀丽。 荩荩（下转9版②）

圭塘河流淌幸福歌
———看长沙市雨花区水系治理新作为

用地不增效益倍增
衡山县推行“原地倍增”计划，促民企快速发展

湖南日报记者 周勇军 姜鸿丽
通讯员 曾燚

深秋的常德，红枫掩映下的街
头， 弥漫开的是这个季节的美好，
也仿佛是每个常德市民从内心流
淌出的文明气息。

近日， 记者随意撷取几个画
面———

在北部新城的沙滩公园， 几名
年轻父母陪孩子玩耍后， 把垃圾分
类扔进垃圾桶。走在常德街头，大街
小巷， 地上干干净净， 鲜有果皮纸
屑。

适逢晚下班高峰， 在光荣路，
一名老婆婆正准备穿过斑马线，向
北行驶的车辆立即礼貌停车等待
她通过。

“一个城市的文明，最先让人
着眼的，是这个城市人的行为。”常
德市文明办副主任贵学军说，通过
文明创建 ,这些文明的音符，已经
恒久地跳荡在常德人的心里。

常德是农业大市，却超越了许
多工业化城市 , 在全国中部省份
中，第一批摘得“全国文明城市”桂
冠并蝉联三届。

10月下旬， 常德再次迎来全
国文明城市测评，却没有声势浩大
的动员突击，街头没有“红袖标”，
“五小门店”不关门，城市忙碌而有
序。这些素养是如何养成的？

文明细胞的生长 ，
从培养读书之风开始

10月28日下午， 温暖的阳光
洒满紫菱图书馆。 错落有致的书
架，一棵巨大的榕树，造型别致的
藤椅……温馨的空间里，读者们专
心致志地阅读着，整个图书馆里鸦
雀无声。

在儿童阅读区，十几个小朋友
正在榻榻米上认真看书。一名女孩
正在母亲的陪伴下阅读《奇遇》。记
者交流得知，母亲叫唐海霞，今年
29岁，女儿肖筱涵是常蒿路小学一
年级学生。唐海霞说，这里安静离
家又近， 每逢周末来这里读书，已
成了她们的习惯。

人的文明素质的养成，要靠长
期文化积淀和一代代文化知识的
传承。近年来，常德市从打造书香
社会入手，由表及里，塑造灵魂。常
德充分挖掘“车胤囊萤夜读”的典
故，在全市建成了50家“车胤书屋”
并免费向市民开放，80多万人次读
者从中受益。“车胤书屋”像一只只
萤火虫点亮了常德城市的夜空，成
为市民流连忘返之地。

现在，常德遍地都是“黄金
屋”。 全国最大的民办公益图书
馆石门逸迩阁书院、国有企业创
办的全国闻名的公益图书馆紫
菱图书馆、知名女作家刘绍英创
办的中外女性作品图书馆……
临澧县文家乡农民作家、乡间诗
人宋庆莲不仅创作出版多部获
奖的儿童文学和诗歌作品，还创
办了农村书屋，书屋成为很多农
村孩子梦想开始的地方。常德市
民“闲来即读书”的习惯正在养
成，城市气质和品格在知识的涵
养中越发温润。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
活，让践行文明成为自觉

一座城市颜值的背后是城
市的气质。硬件建设让城市外观
变美，而真正让人们迷恋这座城
市的，是不断传承、积淀的文化
力量。

荩荩（下转9版①）

湘声

湖南是一片拥有深厚开放渊源的热
土 ， 特别是从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发
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 那声呐喊起 ， 一
代又一代湖湘儿女以心忧天下 、 敢为人
先的精神 ， 书写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走
出湖南、 经略天下的辉煌篇章。

扩大开放是一项披荆斩棘、 久久为功
的艰辛事业， 既要有迎难而上的决心与勇
气， 也要有知行合一的务实与担当。 躬逢
改革开放风起云涌的新时代， 我们这一代
湖南人理应彰显新的担当 、 实现新的作
为， 以更坚定的开放姿态、 更稳健的开放
步伐、 更务实的开放举措， 重整行装再出
发，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彰显新担当 、 实现新作为 ， 思想认
识必须再解放 。 没有思想的大解放 ， 就
不可能有开放水平的大提升 。 建设开放

强省 ， 首先要解决思想打不开 、 嘴巴张
不开 、 步子迈不开的问题 。 要牢固树立
开放理念 、 涵养开放胸襟 ， 善于把一地
的发展放到战略和全局中来谋划 ， 打破
“一亩三分地 ” 的利益藩篱和行业壁垒 ，
把开放意识贯穿于工作的方方面面 ， 坚
持以改革促进开放 、 以开放倒逼改革 ，
以自我革命精神破除制约开放发展的各
类瓶颈。

彰显新担当 、 实现新作为 ， 能力水
平必须再提升 。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 离
不开一支高素质 、 复合型的开放型人才
队伍 。 要认真学习研究国家产业政策和
投资导向 ， 提升组织和发展开放型经济
的专业化能力 。 要以芙蓉人才计划为抓
手 ， 像招商引资一样广揽天下英才 ， 大
力引进擅长国际经贸交流与合作 、 掌握
开放发展资源的人才 。 要加强企业家与
境外知名企业高管 、 知名学者 、 科技专

家的交流， 在交流互鉴中掌握前沿信息、
提高能力本领。

彰显新担当、 实现新作为， 组织领导
必须再加强。 扩大开放绝不仅仅是商务、
口岸和外事部门的事 。 各级党委 、 政府
都要把对外开放的责任担负起来 ， 党政
“一把手” 更要带头扑下身子亲自抓。 各
级开放型经济领导小组要发挥统筹协调
作用， 真正让各职能部门做到信息共享、
环境共建 、 问题共商 、 工作共抓 。 行业
协会商会 、 民间团体在对外开放中也发
挥着重要作用 ， 要善于通过他们在行业
内企业之间搭起信息对接 、 联系沟通的
桥梁 。 说一千 、 道一万 ， 有人去干是关
键 。 我们要把开放型经济发展作为领导
班子考核的重要内容， 把熟悉开放规律、
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优秀干部充实到对
外开放第一线 ， 真正让那些抓出成效的
干部有为有位。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曹娴）第三
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26
日开赛。今天上午，大赛举行赛前辅导会、湖
南军民融合产业和政策解读会， 湖南向进入
决赛的120个优质军民两用技术项目抛出
“橄榄枝”。

据悉，经湖南省政府推荐和协调，长沙从
多个竞争城市中胜出， 成功申报成为第三届
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的承
办城市。 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副
主任黄东红介绍，承办此次大赛决赛，是湖南
省落实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 有利

于吸引国内军工集团、 科研院所的优质创新
创业资源集聚长沙。

抢抓我省承办此次大赛决赛的机遇，全
省各地以及军民融合产业园区、 投资机构目
前都在积极对接优秀参赛项目， 吸引项目落
户。根据湖南省政府办公厅今年印发的《加快
推进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对在此次大赛中取得金、银、铜奖
的省内单位， 省军民融合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按1:1的比例给予配套奖励，对后续的技术应
用和产业化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荩荩（下转2版①）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洪樱）24日，湖南省农村信用社洋湖数据中
心正式投产，新一代业务系统随之顺利切换到
洋湖数据中心。 这个全新的科技支撑平台，通
过系统扩容、网络提速、安全提升，可满足我省
农信系统未来10至15年的发展需要， 将赋予
全省农信社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动能。

我省农信社原有业务系统建立于2005
年， 近些年在促进业务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省农信社2014年启动实施“科技强社”
战略，重点实施“三新工程”建设，即新规划
（信息科技中长期战略规划）、新中心（洋湖数
据中心）、新系统（新一代业务系统）。

荩荩（下转2版②）

第三届中国军民两用技术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今日开赛

湖南向120个军民两用项目
抛出“橄榄枝”

科技赋能农村金融

我省农信社提速支农服务

在扩大开放中彰显新担当实现新作为

九嶷山下
旗袍秀

下图：11月25日， 旗袍爱
好者在九嶷山国家森林公园
舜帝陵祭祀广场表演旗袍秀。
当天，宁远县开展“旗心协力
创新‘森’活”暨“森林旗袍节”
活动，通过旗袍秀呈现了东方
女性与自然和谐统一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欧阳友忠 摄影报道

� � � � 上图:11月25日， 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
云麓宫，游客在古银杏树边赏景拍照。近日，
这株树龄700多年的古银杏进入了一年中最

佳的观赏期，树上树下一片金黄，成了摄影师们“打卡”的网红树，也吸引了不少游
客慕名前来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岳麓山上银杏美

� � � � 湖南日报11月25日讯 （记者 曹娴）今
天，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省转
办第二十六批11月24日8时至20时的群众信
访举报件，共145件，其中重点件11件。

第二十六批举报件中，按地区分布为:长
沙市45件，衡阳市17件，常德市15件，郴州市
12件，娄底市11件，湘潭市10件，永州市8件，
株洲市7件，怀化市5件，益阳市、岳阳市、邵阳
市各4件，张家界市2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1件。

前二十六批累计交办3295件，其中重点
件270件。分别为 :长沙市878件，衡阳市323
件，娄底市237件，岳阳市234件，邵阳市215
件，永州市214件，常德市211件，郴州市210
件，湘潭市203件，株洲市175件，怀化市150
件，益阳市134件，张家界市64件，湘西土家
族苗族自治州26件，省发改委17件，省工信
厅、省生态环境厅各2件。从污染类型来看，累
计举报数量最多的3类污染是大气、水、噪声。

（相关报道见4版）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转办第二十六批145件信访件

他的英名和功勋永远为人民所铭记
———湖南省纪念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发言摘登

中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15版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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