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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李治 ）昨天 ,
高二女生李星语14岁生日是在病房度过的,妈
妈宋要香带她到省中医附一重症监护室，她
看到爸爸闭着的眼睛流出了流泪。 星沙好司
机李永垂的事迹传开后，爱心人士纷纷捐款。
到今天下午记者发稿时止， 轻松筹已募集善
款87000余元，3091人次募捐。

1月20日，长沙县公交司机李永垂突发脑
干出血。医生判断其在身体右侧已经偏瘫时，
强忍不适，单手操作，将车停在路边，很不容
易。当同事和旅客将他搬离驾驶位时，他的脚

还死死踩在刹车上。 湖南日报和其他媒体报
道后，李永垂的事迹传遍了星沙的大街小巷，
爱心也在传递。1月23日上午， 李永垂所属的
长沙县星沙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发动公司内部
爱心捐款，募集的第一笔善款27983元已送交
宋要香， 第二笔还在募集中；1月24日下午，
“爱在路上”公益发起人林玲在微信朋友圈呼
吁捐款， 并于25日将募捐的4000余元现金送
到宋要香手中。 林玲连续几日每天奔波在社
区募捐，每天将爱心款转至宋要香。碧桂园湖
南区域长沙东城市公司总经理冯自来看到消

息后深受感动， 他在碧桂园翘楚棠营销中心
发起了募集活动，40余人捐了1万元。

李永垂的舅子宋成义今天告诉记者，李
师傅仍然昏迷不醒，暂时还未脱离生命危险，
但医生说各项身体指标已经明显好转。 前期
抢救治疗已花费近20万元， 后续治疗费用还
需要不少钱。

到今天为止， 长沙县交通局干部职工捐
款18000元， 近两天会将本次捐款交给家属。
该局已向行业企业发起募捐倡议， 向县总工
会申请困难职工临时救助。

星沙好司机李永垂仍在昏迷
爱心人士纷纷捐款

李曼斯 李雨璇 杨恵明

1月24日， 宁乡市2019年新年茶话会上，
各界宾客齐聚，共商发展大计,展望美好未来。
其中，企业家代表被视为“我们自己人”，在现
场主桌位置入座畅谈。

这些企业家为何如此受重视？“宁乡的工
业企业为宁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我们的企业家是这座城市成就和财富、价
值和荣誉的创造者， 是宁乡经济的顶梁柱。”
宁乡市委主要负责人在现场如此致辞。

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 宁乡市一直以来
十分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时至今日，一段
段佳话在这片干事创业的热土流传。

迎来时，满腔热忱
焊花飞溅、机声轰隆，深灰色的钢结构主

体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壮观……隆
冬时节难得的艳阳天， 位于宁乡市高新区的
中谷智能零售设备生产基地三期项目现场，
处处呈现出火热的建设场景。

“我们选择宁乡，是因为这里的环境好、
政策优。如今看来，这个选择没有错。”中谷智
能企业相关负责人说。

“新宁乡的定位更高了、格局更大了，特
别是在争取产业政策、资源配置、城市建设等
方面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宁乡市招商服务
中心主任李贺钊底气十足。

去年以来，宁乡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
带头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开展招
商活动30余次, 高位对接世冠汽车、 金源新
材、道尔顿电子等企业，推进项目落地。宁乡
市招商服务中心先后组织7个小分队外出招

商引资， 队员外出时间累计超过300天以上，
足迹遍布广东、上海、江苏等15个省市。

2018年， 宁乡市共引进产业项目145个，
其中10亿元以上项目13个， 合同引资734亿
元。预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00亿元，同比增
长9%。

留下时，不负所望
“不喊不到，随喊随到，服务周到！”“最好

不见面、最多跑一次、最爽就近办！”2018年以
来， 一场全面优化营商环境的攻坚战在楚沩
大地轰轰烈烈打响。

2018年，宁乡32个“帮小扶优”工作组按
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紧紧围绕“产业项
目建设年”总体目标，着力于6大优势产业链
建设工作， 深入企业一线， 积极开展上门走
访，主动摸排企业实际情况和开展帮扶服务，
帮助企业排忧解难。

为了进一步了解企业的难处， 宁乡市政
协先后举办了7期“对话西线工业走廊”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与企业家面对面商谈， 为优化
营商环境出谋划策。

“中伟新能源一期之所以能优质高效
完成建设， 得益于宁乡市委、 市政府对于
公司的大力支持。” 中伟新能源公司人力
行政总经办主任孙春辉介绍， 产业园建设
之初，因为诸多原因，项目推进不太理想。
他向园区说明情况后， 每天清早都会有一
位干部赶来工地询问 。 好几次遇到难题
时， 这位干部全程参与， 有时一起工作到
凌晨。 后来孙春辉才知道， 这名干部是宁
乡市委主要领导之一。

正是这样的暖春气息，2018年， 宁乡6大

优势产业链建设风生水起，6大产业规模工业
税收同比增长23.42%， 占全市规模工业税收
的90.85%。

丰收时，心怀喜悦
一年来，6大优势产业链龙头劲舞， 一批

特色产业园呼之欲出。其中，楚天科技智能医
疗装备产业园项目已经建成， 正在阔步迈入
智能制造4.0时代；格力智能装备产业园建设
火力全开， 全国最大的商用空调生产基地指
日可待；中伟新能源宁乡产业园红旗招展，厂
房拔地而起，智能化生产线紧张作业，一个锂
电王国的大门正在敞开……2018年， 宁乡全
年新开工规模项目242个， 续建150个， 竣工
223个。

一年来，金凤栖梧，一批优势产业项目纷
纷进驻。其中，投资50亿元的新能源自平衡车
及套永磁电机、 投资50亿元的美的智能家居
装备式建筑总部、 道尔顿电子等龙头大佬纷
至沓来， 特别是道尔顿电子项目48小时“闪
落”宁乡……2018年，该市紧盯6大优势产业
链补链、延链、强链，引进产业项目160个，新
增规模工业企业65家。

无论是大项目，还是小企业，都能感受到
这片热土的热情包容。优越的营商环境，正成
为一块金字招牌， 为宁乡的发展带来更大机
遇。

梧桐成林凤来栖
———宁乡市优化营商环境纪实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廖文

春节临近， 湖南博大天能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产品展示厅内人来人往， 产品琳琅
满目。 展示厅另一边， 一幢新厂房拔地而
起，将引入一条芦笋饮料生产线，预计今年
8月可投产。

“芦笋浑身是宝，可做饮料、面条等，可
带动家乡许多人致富。”公司总经理杨国舜
热情向客户介绍。

杨国舜是沅江赤山人。2001年， 当时
36岁的杨国舜赴广州管理一家小型食品
加工厂。2014年， 杨国舜成立了广州市人
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销往港、澳、台
地区以及新西兰、马来西亚等国家，并打进
了欧洲一些国家。

“我深爱着家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
杨国舜说，自己在外赚了钱，一直想报效家
乡。2015年初回乡探亲，看到家乡“沅江芦
笋、洞庭虫草”的宣传广告，一个想法在杨
国舜脑中冒了出来， 这不正与他从事的健
康产业吻合么?很快，杨国舜试制出芦笋纤
维粉样品，送到权威机构检测，结果表明其
中含有大量膳食纤维和丰富的硒元素，是

很好的食物。
2015年8月，杨国舜回到家乡，投资1.5

亿元， 创办了一家民营企业———湖南博大
天能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并与省农科院、中
山大学建立了产学研用战略合作关系，以
沅江芦笋为主要原料， 相继开发出蔬菜干
制品、面条制品、固体饮料、压片糖果等4大
类20多个新产品。其中，芦笋膳食纤维面条
连续2届获得中国中部(湖南)农博会金奖，
芦柑茶制作方法在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
暨第三届世界发明创新论坛上获得银奖。

有了好产品，不怕没销路。杨国舜回家
乡创办的公司从2016年投产以来，销售收
入从2000万元到6000万元， 再到9000万
元，连年攀升。目前，其公司产的膳食纤维
粉已占国内市场份额60%。

“芦笋是优质食材，芦根可做芦柑茶，
芦苇可做生物质燃料，芦花可做养生枕头、
座垫等。”杨国舜说，相关产品都已开发出
来。

一张更大的蓝图也在杨国舜心里渐渐
清晰。他说，他已流转近4000亩芦笋原料
基地，计划以此为依托，结合乡村旅游、乡
村振兴， 加大投资在家乡打造一个芦笋小
镇，给乡亲们带来更多致富的机会。

芦笋小镇平地起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黎牧）记者从1月30日召开的岳阳
市税务工作会议上获悉，去年，岳阳市税务
系统大力贯彻落实各项减税降费政策，不
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 全年依法减免各项
税费66.1亿元，比上年增长12.8%。

2018年，岳阳市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
革顺利推进， 先后圆满完成了新机构顺利
挂牌、“三定”方案平稳落地，机构运行平稳
有序。 该局认真落实深化增值税改革三项
措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扩围”、鼓励创
业创新税收优惠政策、 个人所得税改革等
多项减税降费政策， 充分释放增值税税率
下调政策红利， 留抵退税纳税人共退税

1.46亿元；加快出口退税进度，全年办理出
口退免税3.2亿元。

据了解，该局推行落实78条便民举措，
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提升办税效率。目前，
“最多跑一次”业务占该局涉税业务总量的
80%。220项涉税业务实现网上办理， 其中
163项涉税业务可“一网通办”；优化社保费
划转缴费服务，设置335个办税（缴费）窗口
和1820个社保费征收代办点。

今年， 岳阳市税务系统将把落实各
项减税降费政策作为全年工作主题，加
大税收领域“放管服”改革力度，将具体
措施落地落实落细， 进一步压缩纳税人
办税时间。

岳阳去年减免各项税费66.1亿元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员 梁实应）“小年不端饺子碗，冻掉耳
朵可没人管。”“这是‘曹氏顺口溜’吧？有意
思啊，来来来大家端起碗。”昨晚，长沙市芙
蓉区消防大队湘湖中队迎来一批“特殊客
人”———湘湖管理局跃进湖社区的党员和
志愿者，他们走进湘湖消防中队，为队员们
包饺子。

“曹姐手艺好啊，饺子特别香。”消防队
员吴恒峰用筷子夹起饺子，蘸蘸醋和酱油，
咬了一大口，笑容绽放在脸上。

吴恒峰是湘乡人，虽然老家离长沙并不
远， 但因工作关系他已连续3年没回家过年。
放下筷子， 吴恒峰拨通了母亲的视频电话。
“儿子，最近还好吗，今年春节回不回家呀？”
电话那头传来母亲问候，吴恒峰说不出话，眼
泪夺眶而出。“姐， 您就放心吧， 恒峰好得很

咧，大家在一起吃饺子、过小年。”人称“曹姐”
的曹伶抢着“入镜”，和吴母聊开了。“谢谢你
们啊，让我儿子多吃点，他太瘦了……”

挂完电话， 吴恒峰和大家有说有笑，场
面温馨。已过晚上8时，不少社区党员和志愿
者还在厨房忙活，10多斤馅料早已见了底，
大家继续剁馅和面，干得热火朝天。“刘楚柱
还在中队门口站岗，我得赶紧把饺子给他送
过去。”几分钟后，刘楚柱接过社区志愿者陈
翠兰端来的热乎饺子，大口吃起来。

“春节期间是万家团聚的日子，却是消
防队员最忙的日子，他们要严阵以待，守护
我们的安全。”跃进湖社区党支部书记仲文
亮说， 自2015年开始的每个农历小年，社
区都会组织党员、 志愿者给消防队员包饺
子，和他们唠唠家常，这个传统已保持5年，
今后还会坚持下去。

小年夜，党员、志愿者没闲着
长沙跃进湖社区连续5年

给消防队员包饺子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张颐佳）记者
昨天从长沙市开福区项目建设工作总结讲
评暨动员大会上获悉，2018年， 开福区以
“产业项目建设年”为契机，实施重大产业
项目46个、完成投资127亿元，产业投资占
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到35%， 为全市最高，

4个被纳入全省“五个一百”项目超时序推
进。全年引进重点产业项目76个，过10亿元
项目6个。

开福区委主要负责人介绍，2019年，开福

区坚持项目为先、项目为重、项目为王，以大
项目、好项目、新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年
计划铺排重大项目203个（不含预备项目），年
度计划投资333亿元，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李亚军）1月30日， 湘乡市月山石柱中学曹小
娟等几位老师一起来到了学生彭彭（化名）家
走访。当得知新学期的学费有着落后，彭彭高
兴得跳了起来。

为了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 湘乡市成
立教育扶贫工作小组， 建立了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信息数据库。目前，湘乡市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6986人，2018年共发放助学款
1804万元。同时，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免
费发放教科书、教辅资料，做到入校即免，金

额达120万元。
湘乡市还精心印制《教育帮扶工作手

册》及《教育扶贫政策告知书》6000余册，内
容涵盖所有教育扶贫政策、 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信息、帮扶计划、个别谈话记录、
家访、学生受帮扶情况、帮扶总结等，发放
到全市418所学校和幼儿园，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及帮扶教师人手一册。 帮扶教师
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开展“一对一教
育帮扶”活动，确保每个月走访谈话一次，
并逐一登记在工作手册上， 让走访帮扶不
间断，真正成为一种常态。2018年，湘乡市
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辍学
率为零。

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
2018年湘乡市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生辍学率为零

开福区今年计划投资333亿元

湖南日报1月30日讯 （通讯员 毕芳
王梓）这些天，虽然天气寒冷，在临澧县的
乡村田野，却是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由该
县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县纪委监委、
县司法局组织的春节前送法下乡活动，受
到农民群众的欢迎。

春节即将来临，临澧县紧锣密鼓、多方
联动， 结合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和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开展送法下乡活动，营造农村风
清气正、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活动中，主
办方将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
《监察法》《民法通则》《合同法》《继承法》等
18项法律法规， 制作成小手册送到农民手
中， 增强他们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意识和依法履行法定义务的自觉
性。还特别组织了《十五贯》《摸包》《恩仇记》
及临澧荆河戏《执纪、扫黑、禁赌、丁兰惩贪》
等4部群众耳熟能详的优秀传统戏剧，深入
乡村巡回演出，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开展
法治宣传教育。目前，已在该县6个乡镇83
个村进行了巡演，观众达6000余人。

刻木山乡岩龙村朱某兄弟3人，过去都
不愿赡养体弱多病的母亲，“皮球” 踢来踢
去，村委会主任调解多次无效。通过这次送
法下乡，朱某兄弟终于认识到，不赡养父母
也是违法行为， 会受到法律和道德良心谴
责，兄弟3人决定协商轮流接老母亲回家中
赡养。

临澧：春节前送法下乡忙

置办喜庆年货
1月30日， 长沙市望城区街头， 市民在选购吉祥如意的春节挂饰。 临近春节， 省会

长沙的民俗商品销售进入高峰期， 许多市民忙着选购年俗用品和饰品， 喜庆过年。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1月29日，临武县麦市镇乐源村，县祁剧团为村民演出祁剧《草桥二官》。当天，该县组织文化志
愿者开展“贺新年·迎新春传统文化展演”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 陈卫平 周建国 摄影报道传统文化贺新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