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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戴鹏 张咪 通讯员
徐洋 ）400余家实体企业
等获得奖补资金约3.5亿
元；500名副科级以上机
关干部，以面对面、一对一
的形式，与区内规模以上
企业“喜结连理” ……近
日， 在株洲高新区温暖企
业“四联行动”对接暨产业
项目建设年动员会上，该
区发出了“全力攻坚，加挡
提速，确保实现全年产业
项目建设‘221’目标”：今
年要实施200个以上“五
个一批”重点项目，实现产
业投资超过200亿元，支
撑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
长10%。

为此， 该区制定了重
奖实体、重奖创新、重奖提
质等7项产业政策。在近日
举行的政策兑现会上，418
家企业、866名“双创”人才
获得株洲高新区总计约
3.5亿元的奖励。其中，高新
技术企业是此次产业政策
兑现的“大赢家”，自主创
新政策兑现3861万元。为
进一步增强对企业科技创
新投入的支持力度， 株洲
高新区还在全省园区中首
开先河， 从去年起对园区
企业研发费用增量部分给
予6%补助。

今年，株洲高新区仍
将深入推进产业项目建设，深入开展以“重大产
业项目、 重大科技创新、 重大产品创新、 引进
500强企业、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为内容的“五
大攻坚”和以“规划引领、园区升级、设施配套、
环境优化等”为内容的“四大配套行动”。

同时，该区为了优化营商环境，建立了“党
委、政府领导联系产业链，人大、政协领导联系商
协会，部门（集团）联系片区，机关干部联系企业”
的政企“四联”机制。明确一名副科级以上机关干
部对口联系一家规模以上企业， 通过面对面、点
对点帮扶企业的形式， 为企业提供“保姆式”服
务。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记者 邢玲
通讯员 徐文 罗骑 )“协调变压器增
容，使2个多月的工期缩短一半；组织
劳务公司上门，短短10天解决了50%
的用工缺口……”3月11日，湖南艾迪
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
理吴燕瓶，在谈到企业产值何以连年
增速在30%以上时，对益阳高新区服
务企业发展连连点赞。

近年来， 该区通过出台优惠政
策、落实惠企政策、开展企业帮扶、优
化发展环境等措施， 有效助力企业
“轻装前进”。去年，益阳高新区先后
出台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的实

施方案》《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若干措
施 (试行 )》等文件，支持企业做优做
强。当年取消、停征和免征一批行政
事业性收费，共减轻企业和社会税费
负担3700万元， 退还企业留抵税额
2700万元； 兑现企业奖补资金1480
多万元，下达上级资金3680多万元；
财政扶持科技创新支出增长10几
倍。

益阳高新区还制定了《2018年
企业帮扶工作推进方案》，开展企业
精准帮扶。 去年共协调解决了31家
投产企业的62个问题，59个在建工
业项目的144个问题。其中帮助中科

宇能等6家企业单位签订24.15亿元
融资框架协议。去年，该区实现新开
工工业项目36个， 新投产工业项目
33个。

此外，该区还在全市率先上线试
运行“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平
台，将“最多跑一次”清单事项全面纳
入网上办理， 将审批服务延伸到乡
镇。

政府减负优服务，企业发展活力
足。2018年， 益阳高新区工业投资同
比增长42.72%，高新技术企业个数同
比增长14.29%，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GDP比重达31.85%。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杨卫星 刘宇阳）3月上旬，在
娄底高新区，湖南康麓生物有限公司
投资1000多万元、年产300吨橙皮苷
生产线开工建设，为园区生物医药产
业链的延伸增添了新的一笔。通过全
方位招商和“妈妈式”服务，娄底高新
区产业形成“引得进、留得住、发展
好”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娄底高新区以申报创建
国家高新区为契机，全力以赴招商引
资，多举措提升服务，正逐步形成以
先进装备制造、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为
主，以特色农产品加工、仓储物流为
辅的产业格局。近2年来，共有20多家
高新企业入驻， 技工贸总收入突破
200亿元。 园区先后获批全省新型工

业化先进装备制造示范基地等。
娄底高新区着力筑“巢 ”引

“凤”，总计投入10余亿元用于标准
化厂房及各类创新平台建设； 建设
扶贫产业园、涟商总部经济产业园、
智慧湘军产业园、 应急产业园和中
国物流产业园五大园区， 实现产业
的链条式、集约式、配套式发展。出
台实施科技创新、 扶持企业挂牌上
市等优惠政策， 为入园企业提供土
地配套、厂房租赁、费用减免、行政
审批、资金支持、教育医疗服
务等优惠和便利；实行“妈妈
式”服务，对高企申报、专利
申请、商标注册、科研机构建
设、 人才引进培养等实施全
程跟踪服务，其中，科比特公

司当月签约当月建成投产， 创造娄
底入园企业落地投产最快纪录。

同时， 园区将招商目标瞄准潜
力大、 有市场、 科技型龙头企业。
2017至2018年成功签约28个项目，
总计金额104.2亿元。其中，三一路
面机械项目成功落户园区， 第一台
压路机成功下线；涟商回归，引领总
部经济发展，已有粤源贸易、大千建
筑、 沙坪建设等26家企业完成注册
登记。

减负优服务 企业活力足
去年工业投资同比增长42.72%

全方位招商“妈妈式”服务
形成“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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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陈志
群）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今年1至2月，该市完
成进出口额36.35亿美元，占全省外贸总量的47.9%，同比
增长58.4%。其中出口25.57亿美元，增长87.2%；进口10.78
亿美元，增长16.1%。

数据显示，1至2月，长沙市有外贸进出口实绩的企业
共1472家，较去年同期增加218家。其中1000万美元以上
企业7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30家，共实现外贸进出口额27
亿美元，占全市外贸总量的74.3%。

欧盟和东盟等主要市场进出口增长较快， 对非进出
口增速高于整体。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1至2月实现进
出口额18.4亿美元，增长41.1%，占同期全市的48.7%，较
上月增长1.7个百分点。农产品进出口额1.9亿美元，增长
25.9%，占同期全市的5%，较上月增长0.4个百分点。

前2个月长沙进出口
同比增长58.4%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罗金鹏）记
者从日前召开的株洲市芦淞区“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暨
“温暖企业”行动动员大会上获悉，今年，该区以深化招商
引资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产业项目落地，全年计划完成产
业投资超过100亿元。

今年，芦淞区编制了“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1611”
的主要目标，即实施重点项目160个以上，完成产业投资
超过100亿元，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以上，引进一
批高端制造业项目。

同时，该区还将围绕航空、服饰、新材料等领域的核
心技术和产业链条，深度对接“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粤港澳大湾区等，瞄准三类“500强”企业、湘商企业、上市
公司、行业龙头，紧盯北上广深重点区域，聚焦已纳入产
业基金范围等目标企业。全区今年计划引进项目30个，签
约亿元项目15个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增长10%以上、内资
增长15%以上。

芦淞区今年还将在“土地、资金、用工、市场”上下功
夫，全力优化“政策、法治、服务、创业”环境，切实降低全
社会营商成本， 每位区级领导对口联系3家以上企业，为
企业发展排忧解难。

芦淞区开展“温暖企业”行动
今年将完成产业投资超100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胡沫

3月14日清晨，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陡惠渠社区，伴
着“刷刷”的扫地声响，章宪哥又开始“晨练”了。10多年
来， 身残志坚的他坚持为社区义务扫街， 在当地传为佳
话。

章宪哥名叫阳章宪，今年53岁。尽管只有一只手掌，
可他干起活来却十分利索，只见他左手和右臂协调发力，
快速挥动着扫帚， 没多久，1公里多长的道路被打扫得干
干净净。

19岁那年，阳章宪在工厂打工时发生意外，右手不慎
卷入机器中，手指被绞得粉碎，后因感染不得不截掉整个
手掌。年纪轻轻就成了残疾人，阳章宪情绪低落。“当时连
想死的心都有，不愿说话也不出门。”在家人的开导下，阳
章宪才重拾生活信心。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当是锻炼身体了。”说起扫街
的初衷，阳章宪告诉记者，2005年的一天，他看到家门前
的道路上，垃圾被风吹得满街都是，太阳一晒恶臭难闻，
便拿着扫帚忙活起来。邻居们见状，为他竖起了大拇指。
从那天起，阳章宪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每天都来扫街，为
大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他这一扫便是十几年。 无论酷暑严寒， 还是刮风下
雨，人们总能在清晨见到章宪哥扫街的身影。此外，他一
有空闲就上路巡查，看到垃圾便马上清理。在阳章宪的感
召之下，居民们渐渐养成了保持环境卫生的好习惯。

凭着一副热心肠， 大家推选阳章宪当了十多年的村民
小组长。乡亲们遇到什么棘手的事，常常会想到找章宪哥帮
忙；社区布置的各项工作，往往是他带领的小组最先完成。

阳章宪的妻子6年前病逝，儿子在外地务工，虽说是
独自生活，可乐观的他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他也一直
坚持自食其力，平日里在镇上做搬运、打零工，干得丝毫
不比旁人差。对于义务扫街，阳章宪表示：“只要还能动，
我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保文）3月17日， 永兴县教育部门负责人介绍，
永兴县实验中学组织学生补课， 并由家长委员会
收取部分补课费的行为，违反了教育部有关规定。
县教育局对实验中学进行通报批评； 对违规组织
补课的实验中学校长雷小平，副校长李小春、陈佳
明等予以诫勉谈话问责；对相关责任人李琛等7人
予以批评教育问责。

在永兴县实验中学2018年秋季学期开学初，该
校八、九年级部分家长要求学校组织补课。学校鉴
于家长要求、升学压力等因素，决定组织八、九年级
各班进行补课，但强调不得收取补课费。今年1月中
旬，为规避违规补课的风险、给补课老师发放补课
补助，学校与八、九年级家长委员会协商，制定补课
费标准并由家长委员会收取补课费， 共收取了4个
班155名学生的补课费62000元，收取的费用都存在
家长代表处，尚未开支。有群众将此事举报到郴州
市作风办，反映“永兴县实验中学八年级12班、15班
违规收取补课费每人400元；九年级11班、16班分别
违规收取补课费每人600元、960元”的问题。

郴州市作风办向永兴县作风办进行了交办。
经查情况属实， 永兴县作风办责令永兴县实验中
学督促家长委员会及时清退上述收取的补课费。
目前，所有补课费已全部清退到位。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黄立伟）汉寿县蒋家嘴
镇阳南塘小学近日举行了一场伙食费退还现场
会， 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将食堂多收的伙食费退
还给学生。

原来，去年，阳南塘小学以虚增食堂进货成本
的方式，多收学生伙食费8万余元，用于给教职工
发放补贴。汉寿县纪委监委接到举报后，对此进行
了严肃查处， 对相关责任人分别给予党纪政务处
分，并向学生家长通报了案件查处情况。

“学生伙食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以任何手段
挤占、挪用、贪污，这是不容触碰的红线。”汉寿县
纪委监委派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组长薛斌介
绍， 自去年全省中小学食堂专项治理活动开展以
来，汉寿县纪委监委以“零容忍”态度严肃查处侵
害学生利益的“微腐败”。今年，将持续推进教育领
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 对胆敢向学生伸手的顶风
违纪者，将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刘觅）“吴某某、吕某某、覃某
某等人违规处置农村集体‘三资’，分
别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和诫勉谈话处
理……”近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纪委
监委通报了今年第一批扶贫领域腐败
问题典型案例， 持续向农村基层腐败

发力。
去年，武陵源区立案查处扶贫领域

腐败和作风问题25件， 收缴违规资金
33.94万元，退还群众23.56万元。今年，
武陵源区将继续依托“互联网+监督”平
台数据，通过数据碰撞比对、大数据分
析及部门数据共享等方式，对全区易地

扶贫搬迁、危房改造、惠农补贴资金等
领域开展系统治理。同时，加大职能部
门的追责问责力度，持续紧盯全区重点
领域和重点环节，对贪污侵占、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优亲厚友等行为决不手
软；对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扶贫领域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查处。

老百姓的故事

“章宪哥”义务扫街十余载

违规收取补课费
永兴县实验中学

校长等10人被问责

汉寿将克扣的“口粮”
退还给学生

武陵源区：
严惩基层腐败 护好“扶贫奶酪”

3月18日，长沙市
天心区坡子街街道楚
湘社区，小朋友在十米
长卷上绘制环保主题
画。当天，该街道开展

“践行生态文明， 建设
和谐家园”主题宣传活
动，社区居民和孩子们
一起参与环保宣传和
环境清洁，倡导从身边
小事做起， 打造天蓝、
地绿、水净的良好生态
环境。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绘出
生态家园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22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0120
0 702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565
885

11656

14
28
332

54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2690
100878

352
269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3月18日 第2019030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7 2109 15 18 19 25 2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8日

第 201907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463 1040 4815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09 173 226457

7 89

湖南日报3月1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振 朱江波）“企业存在索证索
票不全、三防设施不全、卫生条件较差等
问题，现予以停产整顿。”今天，平江县市
场监督管理局专项工作组对该县辣条生
产企业进行地毯式排查， 现场责令存在
问题的企业停产整顿。截至今天，该县共
检查辣条生产企业21家，排查问题75个，
责令停产停业18家，立案调查2起。

3月15日晚，央视“3·15”晚会报道
涉及平江县钧力食品有限公司、平江县
味泉食品有限公司辣条生产存在卫生
脏乱差、加工流程不规范等问题。该县
县委书记汪涛和县长黄伟雄第一时间
作出批示，要求坚决果断查处企业违法
行为，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当晚，县领

导带领50余名执法人员，迅速赶到涉事
企业，现场抽样检验产品，查封机械设
备，责令其停业整顿，并启动立案调查
程序，拟吊销其食品生产许可证，要求
企业法人5年内不准从事食品生产。随
后，该县连夜召集县内100余家辣条企
业负责人召开整治大会，要求所有企业
开展自查自纠、立行立改。

3月16日，平江县再次对涉事企业
处置和辣条企业整治作专题部署，出台
印发专项整治方案。从即日起，对辣条
企业进行全面停产、排查、整治和提质。
抽调120人组成4个工作组， 对全县辣
条生产企业开展地毯式排查，重点查生
产环境卫生条件、进货查验制度、生产
过程、原料来源、出厂检验、标识标注、

产品销售台账、产品销售管理、产品召
回管理制度和人员，对排查出来的情况
分门别类建立时间、任务、责任清单，对
工作落后、进度缓慢、工作不力的专项
行动小组和执法人员，严肃追究带队领
导和直接责任人责任；同时，明确法定
职责、工作对象、风险隐患、整改措施、
责任落实等方面的监管清单， 全面整
治，推动面筋食品行业全链条、全时段、
全覆盖监管； 以此次央视曝光为契机，
狠抓行业规范整治，对违法生产、非法
经营坚决零容忍、快打击、严处理，彻底
消除小作坊、黑作坊，彻底整治行业不
规范生产，督促食品行业和食品企业构
建诚信体系、产品溯源体系，倒逼企业
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和行业发展水平。

平江全面排查整治辣条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