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严万达 欧春涛 何继
凤）开春以来，产业项目建设的号角在湘江源头声
声激荡。 今天，永州31个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达
167.95亿元。这是永州今年第二次重点产业项目集
中开工，项目投资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带动效应
强，将为永州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目前，永州处于加快新旧动能转换，推进产业
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永州强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
年”活动，持续打好“六大战役”，壮大发展新引擎。
今年共铺排重点建设项目469个， 总投资2631.26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893.22亿元。 其中,列入省重点
项目18个，总投资512.57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3.8
亿元。 继续抓好“5个10工程”，其中重大产业项目
58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30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

35个,引进重大科技创新人才30人,引进500强企业
项目20个。 永州突出民生保障，围绕打好“三大攻
坚战”，还重点铺排一批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
环保项目,共铺排重点民生项目91个。

永州将大力实施“聚链、补链、延链、强
链”工程，加快打造以农产品精深加工、电子
配套件、 外贸鞋业等为主导的千亿传统产业
集群，快速壮大以汽车制造、军民融合、大数
据、 植物提取物等为主导的千亿新兴产业集
群。 同时 , 充分发挥作为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广西北部湾、东盟“桥头堡”和“一带一部”前
沿阵地的独特区位优势， 紧紧盯住东部沿海
地区转移趋势明显的产业， 努力在新一轮承
接产业转移的浪潮中走在前列。

�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成晓阳 骆国平 肖井冬）桂阳县工业园近日被省政
府正式批复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明确保
持原园区（工业集中区）的核准规划范围不变，将通
过高新技术改造提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桂阳工业园创立于2002年，2006年迈入省级
工业园区，先后被评为“国家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
点园区”和湖南省“最受公众关注产业园区”“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桂阳工业园历经多年的高
速发展，目前已形成高新技术产业园、芙蓉食品医
药产业园区和有色科技产业园区的“一园两区”格
局，有色金属加工、轻工电子、食品医药、智能家居

等一大批新型产业集群“争奇斗艳”，竞相壮大。
近年来，桂阳县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先后出台《承接广东家居产业链转移扶持
家居产业集聚发展的政策规定》《加强承接产业转
移用工服务的意见》等文件，在产业引导资金、金
融、用工、医疗、就学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引导园
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成功创建国家级众创空间，
建立科技创新服务机构14家、研发机构8家。 目前，
桂阳工业园有各类企业192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
8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17家。 去年，桂阳工业园
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33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比
重达到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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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周俊 通讯员 刘
明）3月19日， 在新化县海拔800米左右的天门乡
土坪村，桃花梨花含苞待放，吸引大批游客。 村民
老戴说：“搭上脱贫快车， 我们完善了基础设施建
设，以前的穷乡僻壤之地，变成了热门旅游景点。”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新化县补齐“农村短板”、打通
“毛细血管”，为脱贫攻坚“强筋壮骨”。

近年来，新化县将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美丽
乡村建设、 文明村落创建、 文旅小镇打造等相结
合，整合扶贫、水利、住建、国土、农业、交通等部门
资金和力量，全力实施农村“水电路气网”改造工

程和配套设施建设，逐步解决贫困村设施滞后、面
貌落后、环境脏乱等问题，一批贫穷闭塞的山村变
身美丽新农村。

新化将道路交通建设作为重要载体， 实施农村
路网全覆盖和老旧道路拓宽升级工程， 修通进村主
干道，让贫困村告别出行难。建设农产品基地货运通
道，解决特色产品下山问题；完善村级环形道路，解
决乡村间“孤岛”问题；升级农村旅游专线，盘活农村
旅游资源。将补齐产业配套设施作为重点目标，依托
农网改造和网络覆盖， 建设村级电商扶贫服务站和
电商扶贫小店，全力打通产品流通体系。

同时，在各贫困村开展以“五改、五化”为主要
内容的基础设施集中建设。“五改”即改水、改厕、
改厨、改圈、改路，“五化”即净化、序化、绿化、亮
化、产业化，从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入手，解决人
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生活起居问题。

去年，全县建成主干公路703.15公里，完成自
然村通村公路700公里，实现农村道路全覆盖；新
建贫困村安全饮水巩固提升工程79处， 解决
47477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安全饮水问题； 实施
乡村旅游建设项目24个，完成乡村景点配套设施
82处，带动11400人脱贫。

�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龚
卫国）“村里通了水泥路， 老板们直接开车上门收
购绿壳鸡蛋和猕猴桃， 山里土货变成了真金白
银。 ”3月中旬，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三道坑镇金厂
坪村谢婆溪组，正在为果树修枝的村民肖金凤感
慨万千，称赞国家扶贫政策好。

金厂坪村在扶贫工作队的帮助下，通过扶贫
开发公司、县交通运输局和乡镇、村支两委的共同
努力，新修了一条进城道路，到县城只需40分钟。
金厂坪村依托便利的交通条件，通过发展绿壳鸡
蛋、水蜜桃等特色农产品产业，2017年，该村贫困
人口人均年纯收入增至4400元以上，当年实现整

体脱贫。
在脱贫攻坚中，芷江以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

为突破口，着力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产业
发展，实现农民增收。 该县通过整合资金、补齐短
板，实施整村推进工程，解决了农村村组道路、住
房安全、饮水安全、环境整治等方面的问题。 该县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实施同步安保工程，确保所有
村级公路全部硬化， 实现25户100人以上的自然
村公路通畅。 并公开危改程序和补助标准， 严格
把关危改实施的全过程，将危房户纳入危房改造
计划，并于2018年全部实施改造。

在饮水安全方面，该县严格实行项目法人制、

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和竣工验收
制，保证工程建设质量。 截至目前，该县206个村
道路实现“村村通”，帮助4217户贫困户和非贫困
户完成危房改造和房屋修缮， 解决和改善10329
户40927人饮水安全问题，对206个村实施全覆盖
农网升级改造，4G信号和光纤网络实现100%覆
盖，建成村级综合文化服务中心206个。

实施基础设施建设， 筑牢了脱贫攻坚根基。
2014年以来，芷江贫困人口从28265户69719人下
降到1449户3097人， 综合贫困发生率从21.2%降
至目前的0.94%，84个贫困村全部达到脱贫出列
标准。

�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张
颐佳）今天，中央文明办发布了2018
年度文明城市测评结果，省会长沙位
列第十名， 受到中央文明办通报表
扬。 此前，长沙市已三度荣获全国文
明城市荣誉称号。

据了解，在2018-2020年文明城
市创建评选周期，中央文明办确定了
391个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 通过
组织国家统计局和中央文明委部分
成员单位组成测评组，以实地暗访考
察、入户问卷调查、网上材料审核3种
方式，对全国文明城市中的28个省会
（首府）、副省级城市，全国文明城市
提名城市中的141个地级以上城市、
城区进行2018年文明城市年度测
评。 这次测评重点针对市民文明素
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化品位和

群众生活质量方面。
2011年、2015年和2017年，长

沙 3次获得全国文明城市荣誉称
号。 一直以来，长沙立足文化优势，
进一步提质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大
力推进城市有机更新和智慧城市
建设；着眼创建惠民，全力推进“一
圈两场三道” 建设， 实施社区全面
提质提档，推进农村“五治”促乡村
振兴， 人民群众获得感进一步增
强，11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同时，长沙还出台了《长沙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 以“排队礼
让”为抓手全面提升市民素养，“雷
锋家乡学雷锋” 品牌进一步擦亮，
全市有171位市民位列“中国好人
榜”，成为名副其实的“雷锋窝子”
“好人之城”。

打通“毛细血管” 变身美丽农村

整合资金补齐短板 实施整村推进工程

中央文明办发布2018年度文明城市测评结果

长沙位列全国前十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余
蓉）近日，“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典型案例征集活动” 落下帷
幕，长沙市第一中学、湖南师大附中
入选“改革开放40年‘学校教改探索
案例40个’”榜单。

该项活动由长江教育研究院、教育
智库与教育治理研究评价中心发起，评

选突出民间发起、媒体配合、行业推荐、
专家评审、社会监督，历经征集、初评和
专家终评等阶段，具有较强的行业公信
力和权威性。 自2018年12月初启动以
来，历经征集（包括自荐、他荐）、初评和
专家终评等阶段，最终选出“改革开放
40年‘教育人物40名’”和“改革开放40
年‘学校教改探索案例40个’”。

长沙市一中、湖南师大附中
成为教改典型

�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丽音 周吉锋）3月19日， 永州市冷水滩区融媒
体中心“扬帆起航”，正式搬入高标准建设的500
平方米的全新办公场地。

去年9月28日， 冷水滩区融媒体中心在永州
率先挂牌成立。为加快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区里
组织相关人员赴人民日报社、 湖南日报社和北京
延庆区融媒体中心等地调研考察， 多维度推进媒
体改革从相“加”迈向相“融”，完成融媒体中心机
构设置、流程再造、人员整合、平台搭建、新媒体矩
阵建设等一系列工作，在数据化、智能化、移动化、
一体化的媒介深度融合上， 不断进行新的实践和
探索。

区融媒体中心负责人介绍说， 该区将按照统
一搜集线索、统一指挥调度、统一协调资源、统一
流程管理、统一绩效考核的“五统一”，实现新闻产
品深入融合、内宣外宣传播融合、技术系统共享融
合、策采编发流程融合、采编人员技能融合“五融
合”。 下一步，该区将继续完善提升挖掘融媒体中
心的改革势能， 探索创新释放融媒体中心的创造
力和生产力，做好做实媒体“融”字大文章。

冷水滩区融媒体中心
“扬帆起航”

�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记者 孟
姣燕）相约蔡伦故里，探秘竹海纸源。
记者今天从2019年湖南春季乡村文
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湖
南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将于4月11日
在耒阳市国家4A级旅游景区蔡伦竹
海开幕，并将持续到4月21日。

据悉， 开幕式主会场设蔡伦竹
海游客中心， 分会场设蔡伦竹海古
法造纸作坊和中国传统村落耒阳市
小水镇小圩村。 开幕当天将通过现
场展演和连线方式， 向游客及全国
观众展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
的蔡伦古法造纸文化以及湘南地区
独特的民俗文化。此外，主办方策划
了8项配套活动， 如古村唱古戏、文
化旅游产品赶集大会、 湘南传统婚
俗文化展、山地户外健身休闲大会、
耒阳民俗文化展演、 嘉宾实地体验

和采访报道、招商签约活动、文化旅
游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座谈会等，集中
展示耒阳的秀美风光、乡土人情和特
色产业。

为将本次节会办成一次全民旅
游盛会，主办方推出了一批衡阳市精
品旅游线路和优惠措施：2019年4月
10日至12日，衡阳市4A(含4A)以下
景区免门票；2019年3月20日至4月
20日，耒阳市蔡伦竹海风景区免入景
区车费和门票费；2019年3月20日至
4月20日， 耒阳市所有星级宾馆，旅
游团队按7折结算房费，散客按7.5折
结算房费，其他宾馆优惠不低于星级
宾馆。

本次乡村文化旅游节由省文化
和旅游厅、 衡阳市人民政府主办，衡
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和耒阳市
人民政府承办。

相约蔡伦故里 探秘竹海纸源

湖南春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4月耒阳启幕

4月10日至12日衡阳市4A(含4A)以下景区免门票

永州今年铺排重点建设项目469个
总投资2631.26亿元

桂阳高新技术产业挑起工业大梁
去年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332亿元

主题公园
弘扬法制

3月20日，长沙
市天心区法院西
侧， 市民行走在天
心区宪法主题公园
内。 该公园于3月19
日开园， 园内10余
组以“法”为主题的
雕塑向市民宣传依
法治国的重要意
义。

傅聪 摄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记者 何金
燕 通讯员 胡波 孙义） 顶尖产业领
军人才及团队最高可获1000万元项
目资助，高层次人才就医、配偶就业
可走“绿色通道”……今天，娄底市
委、市政府在长沙发布人才“新政”，
向高层次人才抛出“橄榄枝”。35家娄
底市重点企事业单位齐聚长沙纳才，
现场共收到应聘简历506份， 与218
名高层次人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人才“新政”主要内容有：实施
高精尖人才引领、 紧缺急需人才速
增、高技能人才振兴等7个计划；强化
用人单位自主权、 创业金融支持、科
技成果转化、人才载体建设和科技人
才激励机制；建立人才安居、子女入
学、配偶就业、医疗保障等制度。

人才“新政”提出，娄底市要围
绕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引进培养1至2名国内外顶尖人
才、10名国家级产业领军人才、50名
省市级产业领军人才，给予50万元至
150万元不等的奖励补贴， 同时5年

内每年给予10万元至30万元不等的
购房补贴。对全市产业发展有重大贡
献的顶尖产业领军人才及团队，给予
最高1000万元的项目资助。 事业单
位有科技成果的科技人员，经批准可
在职创业，3年内保留人事关系，相应
享受职称评聘、 社会保障等方面待
遇。鼓励市属高校院所和国有企事业
单位的科技成果发明人实施成果转
移转化，所得收益可按最高95%的比
例划归参与研发的科技人员及其团
队。

当天， 林华泰院士团队专家、广
东工业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郭伟
明博士代表林华泰院士与湖南美程
陶瓷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方豪杰先
生签订了建立院士工作站协议；娄底
经济技术开发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与中南大学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
中心签订了就业基地合作协议；娄底
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与湖南人
才市场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共建人
才联络站协议。

娄底发布人才“新政”
顶尖产业领军人才及团队

最高可获1000万元项目资助

� � � �湖南日报3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罗伟)记者今天从常德
市民政局福彩中心获悉，经过近一年
的筹备，“梦圆桃花源”福利彩票将于
3月30日面向全国上市销售。 彩民购
买此款彩票后， 在相应的区域刮出
“桃花”图案，将有机会获得30万元的
大奖。

“梦圆桃花源”福利彩票是首款以
常德市著名景区桃花源为主题的即开
型福利彩票， 该彩票的设计理念源于
桃花源景区的山水田园之美、 寺观亭

阁之美、 诗文碑刻之美、 历史传说之
美。 票面整体画面清新雅致，以粉红桃
花为背景，以特色景观为主图，带有浓
郁的常德地方文化特色。 彩票面向全
国发行， 既宣传了桃花源景区的优秀
传统文化和优美景色， 也将推动常德
市福利彩票事业的发展。

根据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
心统一部署，“梦圆桃花源”彩票首批
计划销售6000万元， 其中湖南省销
售2000万元，河南、河北、湖北、新疆
等省区各销售1000万元。

“梦圆桃花源”福利彩票即将销售

基础设施建设为脱贫“强筋壮骨”新化

夯实基础设施建设筑牢脱贫路芷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