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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何志强
胡素芳）3月26日， 位于资兴市经济开发区的伟丰实业
有限公司车间内，一片繁忙景象，工人们正赶制一批发
往欧美的玩具。 公司总经理欧阳红告诉记者：“公司通
过了国际玩具协会的认证， 产品出口到欧美和日韩地
区，今年订单已经排到6月。 ”

近年来，资兴市坚持“只有民营经济发展好，资兴
发展才会更好”的理念，研究出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
实施意见，实施“百千万企业”成长工程、“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工程；优化营商服务环境，坚持全要素支持民

营企业发展，如在用工、用电、物流、供地、金融服务、社
保缴费、手续办理等方面创造条件，减轻企业负担。 该
市积极开展银企对接、银政对接和中介担保，用好用活
产业引导股权投资基金、市中小企业转贷周转金，为企
业提供形式多样的融资服务。 去年，协助华信稀贵、丰
越环保等企业融资5亿元，帮助鑫阁铝材、伟丰实业等
企业解决短期过桥资金1.95亿元。

该市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全力推行“一对
一”对接、“一分钟”响应、“一条龙”服务、“一站式”办理
的“四个一”机制，严查党员干部责任不落实、作风不务

实和“为官不为”“为政不廉”等问题，全心全意为民营
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去年来,共办理涉及施工领域
刑事案件4起、刑事拘留8人；查办涉及非公企业违纪案
件10件，其中立案3人，问责处理7人。

全要素支持， 民营经济迸发新活力。 去年,该市
完成非公经济增加值249.16亿元， 同比增长9.7%， 对
全市GDP贡献率达77.2%。 今年来， 该市已新开工建
设辉鸿电子等12个重点产业项目， 续建杉杉科技1.6
万吨生料等7个项目， 全市民营经济继续保持强劲发
展势头。

� � � �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记者 徐荣 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肖晔）“我们组建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今年申
报创新平台建设帮扶资金后， 将一次性获得20万元奖
励。”3月27日，湘乡市深思电工实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机器轰鸣、 工人忙碌， 副总经理闵萍说，“二十条
‘干货’全是‘真金白银’，今年我们的总产值预计将提
升20%。 ”

今年2月， 湘乡市出台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十条”政策措施，涉及转型升级、创新创业、招商引
资、金融支持、降本增效、脱贫攻坚等方面。如：设立1亿
元的产业发展基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企业，按销
售额（营业收入）最高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总部
注册在湘乡，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上市的企

业，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组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对市场前景良好的中小微企业提供单笔不高于1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 优先保障新引进的符合产业发展规
划的工业类项目用地， 其土地出让价格按照基准地价
的70%挂牌；每年设立1000万元的产业扶贫专项资金，
支持贫困家庭自主创业， 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动
贫困户脱贫致富等。“今年的销售额预计达到2.9亿元，
如果目标实现，我们也将获得政府奖励。 ”湖南埃普特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龚蕾对政府给予的“福
利”十分高兴。

“政策制定得好不好，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关门
起草，必须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推进产业政策由差异
化、选择性向普惠化、功能性转变，让政策能感知、有温

度、见效果。 ”湘乡市委书记彭瑞林说。
为此， 湘乡市建立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健全领导干部帮扶企业机制、化
解问题登记制、定期回访制、督查考核制等制度体系，
将支持和引导企业发展的工作情况纳入干部考核考察
范畴。同时，严格落实企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
多跑一次”，助推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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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跨省联建 共同发展

湘桂携手建扶贫产业基地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见习记者 赵志高 通讯员 杨康师）

3月27日，在高步茶场阵阵“哆耶”侗歌声中，湘桂两省（区）
联建高步茶场产业扶贫基地举行签约仪式， 来自广西三江
林溪镇和湖南通道坪坦乡的侗族群众相聚在这里， 手牵手
跳起哆耶舞，庆祝高步茶场联建。

高步茶场产业扶贫基地位于通道侗族自治县坪坦乡高
步村境内，占地面积160余亩，是湘桂两省(区)联建和重点打
造的产业扶贫基地。近年来，坪坦乡和林溪镇坚持以党建为
引领，以产业联建为抓手，按照优势互补原则，整合资金、技
术、资源等方面优势，联合培育发展特色产业，拓宽贫困群
众稳定增收渠道，推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两省（区）联建促和谐，产业扶持助脱贫。 ”坪坦乡党委
书记李世萍介绍，坪坦乡与林溪镇一衣带水，近年来共同探
索出了“联合发展”的特色模式，促进了党建、文化、旅游、社
会管理等各方面的发展。 这次引进了广西的特色有机茶品
种“牙己茶”，也引进了技术和市场，希望通过两省（区）的联
建，能够带动周边产业，让两省（区）侗族同胞共同富裕起
来。

“我们朝着1000亩有机茶园奋斗，努力把高步茶场打
造成两省（区）联合扶贫的一个产业‘标杆’。 ”三江侗族自治
县三月三乡耶茶叶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仕林信心满怀地说，
公司将采取“公司+贫困户”的模式，带领更多的贫困户参与
其中。 这160余亩茶园初步建成后，预计每年收益达10万元
以上，直接带动130户贫困户增收，平均每户增收1000元。

千余贫困户 获益20年
汨罗最大“渔光互补”项目

快速推进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周敏 博浪）

3月27日，汨罗市白塘镇双河坝，水面上运送基桩的小船来
来往往。 打桩平台上，工人们忙着将基桩一根根打进水底。
一望无际崭新的光伏板方阵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

据悉，正在建设中的双河坝“渔光互补”发电项目是岳阳市
第二大太阳能发电项目，也是汨罗市最大的光伏扶贫项目。

“渔光互补”是指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相结合，形成上
可发电、下可养鱼的发电模式。 项目总投资达3亿元，覆盖总
水域面积2100亩， 总装机容量达40兆瓦， 平均年发电量约
4400万千瓦时，可以满足2万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是汨罗
已建成的鹤巢湖“渔光互补”发电项目的两倍。

2017年，汨罗市打响脱贫攻坚战，争取省能源局、岳阳
市支持，先后启动建设鹤巢湖、双河坝两个大型“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站以及12个村级光伏发电站建设。 汨罗市发改局
负责人介绍，双河坝“渔光互补”发电项目率先建成的部分
已于2018年6月并网，整个工程将于今年6月竣工，届时将全
容量并网；项目单位与汨罗市政府签署扶贫协议，将给汨罗
市1167户贫困户户均每年3000元的扶贫资金，持续20年。

祁阳巡察工作
抓实问题整改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
“你镇违反中央八项规定乱发补助，只清退了主要领导
那部分，其他人员未清退，这是选择性整改。 ”3月28
日，祁阳县纪委、组织部组成的检查组，要求该县茅竹
镇党委限期整改巡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

为确保巡察工作中发现的问题不折不扣得到整
改，祁阳县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销号式管理。 明确整改
单位党委（党组）书记对巡察整改直接部署、直接落实、
直接协调、直接督办，不得搞“击鼓传花”。 加强对整改
的全程跟踪，对敷衍整改、选择性整改、整改不力的，通
过专项检查、下达督办函、约谈党组织负责人等方式，
督促整改落实到位。

到目前， 祁阳县收缴非法买卖集体土地罚没款
221.221万元，收缴吃空饷资金1000余万元，腾退违规
租住保障性住房32户，前四轮巡察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30人。

汉寿：便民办税送春风
湖南日报3月28日讯 （通讯员 黄坤 李立波 记者

鲁融冰）“现在报税，可以直接在电子税务局网上办理，
节约了大量精力和时间， 真方便！” 3月27日， 常德市
圣迪服装有限公司财务总监钟代富， 在税务干部指导
下通过电子税务局网上报税成功， 不禁发出由衷感
叹。

汉寿县税务部门连续6年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
动”，截至目前，该县已完成50%以上本级《纳税人办税
指南》中所列事项一次办结。刘建军是湖南徕木电子有
限公司的行政经理，谈起汉寿税务部门的便民服务，他
十分兴奋地说：“公司去年研发支出220万元， 今年研
发费用估计会达到300万元，税务部门还上门服务，宣
传最新的减税政策。估计仅研发费用一项，企业所得税
就能比以往省下17万多元。 ”

据介绍，减税降费政策落地、办税提速增效、改善
“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推动税收协同共治等4大类13
项52条便民办税服务举措，将于今年在汉寿高效落地，
年底前可实现70%以上涉税事项一次办结， 纳税人可
全程网上办理或最多只需到税务机关跑一次。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邹娜妮
通讯员 曹庆华

新化县上梅镇十字街社区有一个在当地传为佳话
的大家庭，四世同堂共46人，家中共有9名党员。他们在
家中也发挥着党员示范引领作用，秉承家风家训，带领
影响家庭成员以遵纪守法、为社会作贡献为荣，并以优
良家风影响邻里。

3月20日早上7时30分， 从广州开过来的K9061次
列车开进新化车站， 作为党员的肖家孙女婿蔡立春走
下火车，与已经从外地回家的肖家孙子肖亮会合，回到
肖家参加家庭组织的主题党日活动。

这一天， 共有7名党员回家参加主题党日活动，另
两名党员因在外地工作未能及时赶回。 一场简短的开
场白后， 参会的党员围绕学习贯彻全国两会精神与家
风家教的传承各抒己见，畅谈自己的看法和见解。

孙子肖亮在外地工作， 这次特意请假回来参加全
家的党日活动，就是想通过家庭里面的党员以身作则、
言传身教，把这种良好家风传承下去。

这样的党日活动，在肖家已不是第一次。 在2018年大
年夜，肖家利用全家成员回家过年的机会，就组织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党日活动，全家人围坐在一起重温入党誓词。

良好的家风家教， 让这个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
受益匪浅。 他们活跃在各自的岗位上， 一家子中16人
常常参加各种志愿者活动，在今年上梅镇开展的“上梅
红” 志愿者活动中就有他们的身影。 家中部分成员先
后获得过“娄底市文明市民”“上梅红十佳志愿者”“优
秀服务明星”“国家轻工部劳动模范”“最美媳妇” 等称
号。

十字街社区党支部书记阳玲玲说：“上梅红家风家
教学习讲堂，就是以‘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身边的事
教育身边的人’的形式，凝聚社会正能量。 我们号召社
区居民学习家风家教的好传统， 在我们社区打造更多
的幸福家庭，积极投身于志愿活动中来。 ”

孙女肖文娟是“上梅红”志愿者的一名成员。 当天，
她也列席了主题党日活动。 她说：“作为肖家的一员，今
天参加这个家风家教、党员学习活动，我触动蛮深。 我
也想向党组织靠拢，严格要求自己。 ”

“二十条”助推高质量发展
最高给予企业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

民营经济发展势头强劲
去年完成增加值249.16亿元， 对GDP贡献率77.2%�

湘乡

资兴

一个家庭的主题党日活动

� � � � 3月 27日，
郴州市西河国家
湿地公园， 国家
二级保护动物黑
耳鸢在盘旋觅
食。近年来，郴州
市坚持走绿色发
展之路， 加快生
态文明建设步
伐， 着力补齐生
态环保短板，建
设天蓝、地绿、水
净、 气爽的绿色
家园。 随着该市
生态环境改善，
类似黑耳鸢等各
种珍稀鸟类在城
郊经常可见。

钟镭 摄

翱
翔
的
黑
耳
鸢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28日

第 20190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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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9 1040 7269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48 173 233204

3 1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3月28日 第20190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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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69805979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1
二等奖 23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034000
7 120032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62
75341

1379602
5821154

56
2813
53117
216057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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