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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曹辉
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曾佰龙)日前，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报，对国务院第五
次大督查发现的130项典型经验做法
给予表扬， 湘潭市力促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得到肯定。近年
来，湘潭市着力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
变革”，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湘潭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全市产
业转型升级经验可以概括为4句话：坚
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并举，打造“双
驱动”；坚持科技创新与体制创新并重，
力抓“双创新”；坚持园区建设与“三区”
(城市老工业区、独立工矿区、采煤沉陷
区)建设并推，实现“双提质”；坚持军民
融合与产教融合并力，放大“双优势”。
2017年4月，湘潭市被列入国家产业转

型升级示范区,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湘
潭这座老工业基地不断催发“新枝”,
“三大变革”不断深入。

质量变革正引领湘潭实体经济走
上高质量发展之路。湘潭实施了制造强
市、智能化改造、产业人才引进等系列
行动计划， 装备制造业产值突破1000
亿元，汽车产业产值达400亿元；湘潭
经开区技工贸总收入突破2000亿元，
成为全省第三个两千亿元园区。

效率变革正推动湘潭新型工业化
“脱胎换骨”。湘潭市出台了《“智造
谷”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和《智能化
改造三年行动计划》， 设立规模超
10亿元的“智造谷”投资基金；6位
院士和数十位高端科技人才来到
湘潭，共同建设“智造谷”，政策流、

资金流、人才流在这里汇聚，推进了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

在动力变革方面， 通过调结构、转
方式，新的动能开始形成。目前，全市以
新能源装备、海工装备、先进矿山装备、
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装备产业为支柱产
业，创新发展汽车及零部件、食品医药、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4个重点产业，
80多家智能制造企业与“一带一路”沿
线60多个国家建立了业务往来。

� � � � 湖南日报 12月 3日讯 （李曼斯
宋尚红 ） 村道蜿蜒、 山林葱郁、 环境
整洁……11月27日， 走进宁乡市菁华
铺乡陈家桥村， 处处可见怡人风景。
近年来， 陈家桥村党支部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 ,发动群众捐资投工，
完成楠竹山等5个美丽屋场建设， 村级
主干道全部亮化绿化， 村容村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 陈家桥村
党支部被评选为宁乡市“五星” 村
（社区） 党组织。

2017年以来， 宁乡在全市开展以
“两学一做” 之星、 清正廉洁之星、 集
体经济之星、 “两户” 工作之星、 绿
水青山之星为内容的“五星” 村 （社

区） 党组织创建。 其中， 共有18个村
（社区） 党组织重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 切实提升了基层党组织战斗力，
成为宁乡市第一批“五星” 村 （社区）
党组织。

“‘五星’村（社区）党组织的评定，彻
底改变了以往重形式、 轻效果的做法,
重在出实效。我们不设指标、不定细则、
不看资料、不搞单独考核，重点看变化、
看成效和群众满意度，确保党组织的工
作体现在民生改善上。 ”宁乡市委组织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五星”村（社
区）党组织的评选采取负面清单反向评
定的方式，一旦某项内容存有缺陷， 该
项内容就不可得“星”。

与此同时， 按照动态管理的原则，
该市每年进行一次“加星” 或“减星”
的复查， 以此激励全市所有村 （社区）
党组织学先进、 赶先进、 当先进。 各
村 （社区） 党组织结合自身实际， 纷
纷研究制定相应的“争星保星” 措施，
形成了浓厚的创建工作氛围。

今年， 喻家坳乡湖溪塘村党组织
错失“绿水青山之星”， 获评“四星”
村党组织。 该村为此针对自身工作的
薄弱环节， 制定了有针对性的“争星”
措施， 扎实开展空心房治理工作， 大
力推动垃圾分类工作， 每月两次卫生
评比检查， 有效改善了村民居住环境
舒适度。

岳阳市赴长沙揽才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徐波）

12月1日， 岳阳市在湖南人才市场举办2018年四海揽
才（长沙）冬季企业人才招聘活动。 当天5200多人进场
应聘，1120人达成就业意向，其中研究生86人。

岳阳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王瑰曙发布人才需求
信息和人才政策。 本次共有145家企业亮出2410个岗位招
揽人才， 其中民营企业128家， 占88.3%， 提供665个职位
2061个岗位。本次招聘岗位主要集中在能源化工、食品、工
程机械等传统优势产业和电磁电气、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制造等新兴产业。 60%的岗位开出了8万至12万元年薪，湖
南华文食品公司以80万年薪招揽品牌总监拔得“头筹”。

岳阳市已连续4年成功在武汉、深圳、长沙、上海等地
举办12场招聘活动，引进各类优秀人才3800多人，其中
博士291名，许多人才在民营企业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
为岳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倡导诚信纳税
曝光税收违法
常德A级纳税信用企业增

长逾60%
� � � �
� � �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黄
晓炎 贺斌)记者昨天从常德市税务局了解到，在常
德市最新发布的诚信“红黑名单”中，950户纳税人
被评定为纳税信用A级，较上年增长64%。

近年来，常德市着眼诚信体系建设，大力倡
导企业诚信纳税。 税务部门与30多个政府部门
实施联合激励措施，A级纳税信用企业可享受
简便发票领用、提速出口退税、办税绿色通道等
10余项附加“福利”；与金融机构合作，为A级、B
级纳税信用企业提供“税银互动”服务，解决企
业资金难题。 与此同时，该市曝光税收违法。 纳
入税收“黑名单”的纳税人不仅曝光公示，还严
格实施信用等级降级、严格控票等惩戒。

今年前3季度，常德市税务部门与金融机构
开展税银合作，授信108笔，企业贷款金额逾亿
元；2家企业因涉税违法被列入“黑名单”。

魅力宜章 以“橙”相邀
第五届宜章脐橙文化节开幕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刘从武 陈志杰）12月2日，由宜章县果业协会主
办的第五届宜章脐橙文化节在该县中夏公园广
场开幕，活动旨在提升宜章脐橙知名度，推动线
上线下销售。

这届脐橙文化节以“魅力宜章，以橙相邀”为主
题，包括开幕式文艺表演、橙王争霸赛、脐橙采摘、
脐橙论坛等，活动将持续至12月底。开幕式上，宜章
县平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俊宏果园等展出的红
橙、血橙，吸引众多市民及经销商前来采购，香港德
昌贸易公司、东方摄影频道采购部等现场与宜章县
果业协会签订1.26亿元的定购合同。

近年来，为帮助群众脱贫致富，该县与华中
农业大学、湖南农业大学加强合作，大力推广脐
橙种植技术。 县财政每年投入1000万元，先后
建设了城西万亩生态农业示范园、 梅田镇上寮
万亩生态农庄等基地。 该县被评为全国农业(脐
橙)标准化示范县、绿色食品脐橙原料基地县。
目前，全县种植脐橙23.6万亩，年产量达14.9万
吨，年产值达7.5亿元，带动10万农户增收。

“衡东土菜”成支柱产业
从业人员超过12万人,年创产

值40亿元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章焱平
周健）“黄贡椒削骨肉、大浦血鸭、黄贡椒炒羊肉、真塘
鱼、大片驴肉……都是让人垂涎欲滴的美味。 ”12月2
日上午，“衡东土菜中国行·中山站”推介会在广东中山
市火炬开发区太阳城广场隆重举行。市民王庆说，吃衡
东土菜，感受到妈妈做菜的味道，家的味道，真好！

据介绍,衡东是中国唯一的土菜名县,土菜产业从业人
员已超过12万人,年创产值40亿元，成为衡东县域经济支柱
产业。 中国烹饪大师、湘菜泰斗王墨泉在推介会上说，衡东
土菜，属湘菜大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特有的本地食
材，传统的烹饪方法，制作出独特的地方性乡土菜肴。 土菜
以绿色环保、原汁原味、原色原香、营养保健而闻名。

当天上午9时30分， 推介会在衡东本土歌舞节目
《我从衡东来》中拉开序幕。原创文艺演出、土菜品鉴展
示、 农特产品展销、 衡东土菜采购签约仪式等依次举
行。 衡东土头碗、杨桥麸子肉、石湾脆肚……10家名店
的衡东土菜大师， 用从衡东带来的原辅材料现场制作
10道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菜品供观众品鉴， 并展示100
道衡东土菜经典菜谱。衡东县委书记吴伟生介绍，此次
推介会，旨在“弘扬土菜文化、推介土菜品牌、唱响美食
衡东”，加快“走出去”步伐，让衡东土菜走遍全国。

怀化法院集中宣判
3起涉黑涉恶案件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雷鸿涛 周纯华 龚俊利）

11月29日，怀化中院、会同法院、溆浦法院依法
分别对邓洪喜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
绑架、抢劫、敲诈勒索、非法拘禁案，杨建军、宋
爱军等7人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案，向城聚众斗
殴、 故意毁坏财物案3起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进
行了公开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1999年以来，溆浦县新田乡
绿坡村村民严绍桥（已判刑）先后纠集和网罗邓
洪喜及其他6人（均已判刑），在溆浦县大肆进行
有组织的故意伤害、绑架、抢劫、敲诈勒索、非法
拘禁等违法犯罪活动， 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稳
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邓洪喜作为该组织骨干
成员， 参与故意伤害他人并致1人死亡、1人重
伤，参与绑架6次、抢劫8次、敲诈勒索4次、非法
拘禁1次， 被怀化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
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
收个人全部财产。 被告人当庭表示不上诉。

另外两起恶势力犯罪案件中，8名被告人一
审分别被判处6个月至4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芦淞区有效缓解学位紧张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吴育珍）11

月30日，株洲市南方中学新校区项目在株洲市芦淞区破土
动工，该项目预计2020年秋季开学，将新增学位3600个。
工作人员介绍，近年来，芦淞区增投入、扩建设，完成了一
批中小幼提质改造、标准化建设，有效缓解了学位紧张。

今年来，芦淞区投资3200余万用于中小幼提质改
造、标准化建设，在完成可提供1620个学位的何家坳
枫溪学校建设项目的基础上， 加快协调南方中学迁建
后校区用于义务教育办学，缓解学位紧张。

此外，芦淞区还通过微机派位，建立“多校选择”学
位分配机制， 将中心城区部分入学申请往谭家塅小学
和淞欣学校等学位相对充足的城郊学校引导， 今年下
学期分流近400个学位，成功消除大班额39个。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阮涛 罗玉霞

“谢谢张伯伯 ， 棉衣穿着很暖
和。” 11月29日， 郴州市北湖区仰天湖
瑶族乡大塘中心学校的一群特困学生，
穿上了新棉衣， 个个喜笑颜开。

“这是北湖区兴隆步行街商会会
长张朝旗送来的温暖。” 大塘中心学校
负责人介绍， 张朝旗今年已先后3次向
学校贫困学子捐赠营养餐、 衣物及学
习用品等， 价值6万余元。

知情者说， 这只是乐善好施的张
朝旗做的众多好事之一。

今年57岁的张朝旗原是郴州市湘
南大酒店职工， 2003年,他和妻子双双
下岗在家。 为谋出路， 张朝旗在郴州
兴隆步行街租下一间门面开了家服饰

店。
经一番打拼， 张朝旗的生意做得

不错。 在做好自己生意的同时， 张朝
旗投身到兴隆街的各项公益事业中。
“我曾经也经历过苦难， 现在做生意赚
了钱， 别人有困难， 我们应该要去帮
助他。” 张朝旗介绍， 2006年他当选
兴隆步行街商会会长， 当年郴州遭受
百年难遇特大洪灾， 在他倡议下， 兴
隆步行街商会举办赈灾义演， 现场筹
措了34万元善款和大量爱心物资送到
受灾民众手中。

兴隆步行街所在的北湖区人民路
街道国庆北路社区党支部书记何民祥
说： “老张这人好事做不停。” 2008
年冰灾期间， 张朝旗一边组织商会
500多名成员开展生产自救， 一边组
织商户捐款捐物， 被郴州市政府嘉奖。

同年汶川大地震发生时， 张朝旗号召
商会商户捐款， 将17万元善款存入红
十字会账户……

兴隆步行街商会办公室里挂着一
面感谢张朝旗乐于助人的锦旗， 这是
步行街商户的家属龚菲送的。 “我舅
舅、 舅母都是患癌去世。 唯一的表弟
在兴隆步行街工作， 前几个月他也被
查出患了肝癌。 张会长得知情况后带
头捐款1.7万元给表弟， 还持续募捐为
他治病。” 龚菲哽咽着说。

“老张就是一个热心肠。” 兴隆步
行街商会副会长佟炎介绍， 为把好事
做到底， 今年初,张朝旗召集商会成员
开会， 建议成立兴隆步行街爱心捐助
互助会。 很快爱心捐助互助会就运作
起来， 到目前募集爱心基金26.5万元，
捐助孤寡老人、 贫困学生等17万余元。

“三大变革”促转型升级

老工业基地喜发“新枝”

“五星”党组织创建造福城乡
18个村（社区）党组织成首批“五星”村（社区）党组织

宁乡

湘潭

老百姓的故事 昔日下岗职工 今朝慈善达人

邵阳县“一乡一品”
养畜模式拓宽富民路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张永勇）初冬时节，邵阳县河伯乡“易老头”养殖
合作社负责人易定涛每天都在该乡井子村忙着
收购生猪。今年初，合作社在该村给每位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免费发放2头幼猪，保底收购。

“为赶制年货，现在我们每天收购2头肥猪
熏制腊肉。”易定涛介绍，到今年10月底，通过线
上和线下一起发力，合作社销售额突破1000万
元，带动当地100多户贫困户脱贫致富。

近年来，邵阳县利用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
以安全、绿色、有机为发展方向，大力发展“一乡
一品”养畜模式，积极引导和扶持农户发展适合
当地的养殖品种和模式，先后在黄荆乡、长乐、
蔡桥、长阳铺、岩口铺等乡镇贫困村推广“1255
工程”,即1个农户建1个标准化棚圈、养20只基
础母羊、流转5亩草料地、年出栏50只羊；在河伯
乡、黄亭市镇、罗城乡、塘渡口镇等乡镇推广肉
牛“133工程”,即1个农户养殖3头能繁母牛、年
生产犊牛3头；在全县所有适养区中的贫困村推
广生猪“1105工程”,即1户农户年出栏10头特色
猪，年获纯收入5000元。 该县畜牧业生产形成
了规模化、自动化养殖的格局。

邵阳县“一乡一品”养畜模式给贫困户带来
实实在在的收益。据统计，通过“一乡一品”养畜
模式精准扶贫， 今年上半年邵阳县贫困户养殖
收益比去年同比增长16%。

长沙经开区助企业引才
湖南日报12月3日讯（记者 熊远帆 实习生 唐卓婧）

列出“招聘菜单”，企业选择场次“下单”，园区全程安
排。 记者今天从长沙经开区获悉，该区上月“千人帮千
企百日大行动”协助企业系列引才活动，共举办21场招
聘会，园区580家次企业参与，“招聘菜单”共协助企业
引才近2000人，让企业用工不“慌”。

长沙经开区紧扣园区用人需求， 与各大院校和对
口扶贫县对接，采取人才市场定点招聘、校园招聘等招
聘模式，为园区企业提供“点单式”招聘服务。企业只需
根据用人需求，选择招聘场次“下单”，派人参与即可。
从企业“下单”开始，整个招聘过程中招聘简章、展位、
交通、食宿均一一安排，甚至在活动前夕会也以微信、
QQ或电话方式进行提醒。 为抢占招聘最佳时机，区人
才中心会在第一时间内将招聘需求信息传送至技职院
校和贫困县，层层传递，确保招聘实效。

� � � � 12月3日，祁东县衡缘物流园，工作人员在打包农特产品。 近年，该县大力发展农村电
商，全县已有电商企业和网店2630余家，快递物流企业超过20家，并建立了覆盖全县所有贫
困村的村级物流网。今年，全县有1563户贫困户与电商企业签订网上销售特色农产品协议，
并实现了每个贫困户家庭年销售特色农产品收入万元以上。 傅聪 潘梁平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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