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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曾翔 李琳）“以前因为待遇问题，留不住人
才，现在有了新政策支持，我们对引进高层次
人才就更有信心了。” 6月21日，位于永兴县柏
林工业园的郴州雄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负责人雷日华介绍，他们借助县里人才
引进奖补政策， 今年从中南大学引进4名冶金
和选矿方面的新型人才，为企业破解了稀贵金
属精深加工等技术难题，全年可为企业新增效
益1.2亿元以上。

近年来， 永兴县大力实施“人才强县”战
略，出台了人才引进培养、加快科技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系列文件， 开通
“绿色通道”，多渠道广纳各方英才,加大了“高
精尖”和紧缺人才引进培养激励力度。如在资
金奖补上， 该县每年安排200万元以上人才发
展专项资金，用于引进人才的相关补贴、奖励
等。为加速破解县域人才引进难、流失快、培养
慢等难题，该县建立健全“1+1+N”人才培养机
制，即一个行业或领域，引进一个领军人才或
团队，开展专业性小班额实岗培训，在实践中
不断培养孵化更多本土人才，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稀贵金属产业作为永兴的“龙头”产业，该县

充分发挥“中国银都”品牌效应和国家“城市矿
产”示范基地的优势，积极搭建以产业项目为主
导的人才承接平台，通过高薪聘用，专利、技术入
股等形式，为企业、事业单位和矿产品精深加工、
能源、电子信息等行业引进急需紧缺的人才和高
学历、高职称、高技能的优秀技术人员。

目前,全县13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引进
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10多个、高级工程师等各
类高层次人才110多名。近年来，该县共取得国
内领先水平以上科技成果21项 , 研发生产的
925白银、硝酸银、银触头、银浆、钯材等30多种
深加工产品远销海内外。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
讯员 唐书东 欧阳迎春 ）6月20日，祁阳县
东骏纺织三期项目工地 ， 建设如火如荼 。
2012年1月落户祁阳的东骏纺织是一家生
产伞布的大型民营企业， 产品远销欧盟各
国，2016年公司系列产品获评湖南省名牌；
今年，该公司再投资2亿元进行扩产。这是
祁阳县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推动民营企业
大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祁阳县持续从用地、财政支持等
方面大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企业在祁阳县经
济开发区投资，地价仅5万元/亩；投资500万元

以上的技术改造项目，县里按新增设备投资额
5‰给予奖励； 全部免除项目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县级收益部分，经营服务性收费按标准下限
20%收取；重奖首次上市、首次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称号的民营企业……仅2018年，该县发放
相关补贴及政策奖补3496万元；近3年，每年奖
励企业在300万元以上。

祁阳县深入推进政务服务“3850”改革，
即“开办企业3个工作日内、不动产登记8个工
作日内、 工业建设项目施工许可50个工作日
内完成”。取消、停征、减征行政事业性收费和
政府性基金项目17项， 清理规范行政审批中

介服务事项80项； 组织20家用电大户企业参
与全省电力直接交易，切实为企业减负。对重
点企业、重点项目确定一名县级领导联系，大
力解难帮困。今年，该县召开银企洽谈会，银
信部门为101个民企项目授信47亿元， 今年1
至4月，全县各金融机构对工业企业贷款同比
增长14.4%。

营商环境大改善，促进工业大发展，今年1
至5月，祁阳县引进企业51家，是去年同期的3
倍多，实际到位外资7500万美元、内联引资21
亿元、实现规模工业增加值33.5亿元，分别比
上年同期增长7%、31.3%、8.2%。

通讯员 周宇琴

6月23日，清晨雨后，空气清新。衡南
县泉湖镇红湖村彭家新屋迎来又一个热
闹的周末。“现在屋场不仅是我们的家，也
是游客休闲娱乐的场所， 卫生搞得好，才
有人愿意来!” 村民胡有莲一边仔细清扫
屋场，一边与前来观光的游客聊着。

泉湖镇地处衡南县西部，素有“省民
间文化艺术之乡”的美誉，镇内的“泉湖二
月八”农耕文化节有600余年的历史，是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春耕时节，泉湖周
边乡镇有几十万人次前来赶集、观戏。

然而，这么一个人流集散之地，早几
年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 也出现了不少
“空心村”。

为重拾往日荣光，2016年起，泉湖镇
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采取“政府主导、
规划先行、村民参与、财政奖补、共建共
享”方式，在全镇推进“幸福屋场”建设，完
成了“穿衣戴帽”（对房屋屋顶和外墙实施
靓化改造）、改水改厕、绿化美化等工程。
胡有莲所居住的彭家新屋， 就是第一批
“幸福屋场”改造示范点。

不仅硬件翻新，幸福屋场内还设有党

小组活动室、 新时代党员群众讲习所、道
德讲堂等， 村党小组定期组织开展活动，
将组织生活和“最美庭院文化”活动相结
合，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弘扬文明乡风。今
年，泉湖镇在衡阳市一季度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评比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村容村貌美了，村民干劲足了。如何
搭建平台、发展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增
收致富？

该镇又依托泉湖“二月八”农耕文化
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设泉湖“二月
八”农耕文化特色小镇，打造“一中心、两
轴线、四区域”精品旅游线路。

今年1月，占地11亩的“二月八”农耕
文化广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其中，农耕
文化展示厅、千亩油菜花海、田园生活馆、
详华梨花园、 彭家新屋等景点对外开放，
吸引周边县市居民前来休闲度假，成为近
郊“网红打卡地”。

乡村旅游的兴旺，也吸引大量本地居
民返乡就业创业，带动当地特色小镇内农
家乐、采摘体验、休闲农业等产业发展。

如今，泉湖镇人人争当主人翁，人人
都是主人翁，改善环境、发展产业形成良
性互动，古镇居民过上了全新的生活。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见习记者 陈
新 通讯员 欧阳若溪）6月22日下午，长沙
地铁在五一广场站站厅举办了一场热闹
而温馨的乘客座谈会。活动现场，工作人
员介绍了长沙地铁最新政策和资讯，让市
民朋友对地铁储值卡10元倍数充值、“潇
湘一卡通”办理等相关政策有了更深入了
解。

活动中，一些热心市民还就车站导向
标识优化、提高安检通过效率等方面提出
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将

为长沙地铁后续改进提升运营服务提供
方向和思路。另外，工作人员也针对“地铁
行车间隔压缩”“地铁车厢温度控制标准”
“地铁禁食规定” 等市民关注度较高的问
题进行了耐心解答。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 自2014年4月地铁2号线率先开通以
来，已连续5年召开乘客座谈会，进一步拉
近了地铁与广大市民的感情。未来，长沙
地铁将继续力争为市民带来更加安全、优
质、便捷、高效的出行服务体验。

努力为市民带来更好的出行体验

长沙地铁举办2019年乘客座谈会

泉湖古镇新生活祁阳优环境促工业大发展
1至5月引进企业数是去年同期3倍多

永兴多渠道广纳各方英才
已引进高级工程师等各类高层次人才110多名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25日

第 20191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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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9 1040 602160

组选三 376 346 130096
组选六 0 173 0

0 0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6月25日 第20190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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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798593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7
二等奖 14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684254
0 99591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82
86209

1407233
13624268

69
3168
52257
552693

3000
200
10
5

0802 12 16 1806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 通讯员 肖志昂
记者 邢玲)在6月23日结束的第二届中国
粮食交易大会上，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赫山兰溪大米”以其晶莹如玉、口感醇
香、营养丰富备受青睐。 益阳市赫山区组
织的10家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共签订大
米产销合同1.5万吨， 合同金额达1.5亿
元。

近年来，赫山区以实施“中国好粮油”
行动国家级示范县为抓手，全力打造“赫
山兰溪大米” 地理标志
品牌。 该区以赫山现代
农业示范区基地示范引
领，加强与隆平高科、省
粮科院等科研院所合
作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结合区域独特的气候、
水源及土壤特点， 培育
出玉针香、 粤王丝苗等
一批产量高、 食味品质
好、适销对路的新品种 ;

建立了10个有机稻米基地，实现太阳能
杀虫灯全覆盖和电子监控全覆盖， 达到
有机稻米从育秧、栽插、管理、收割全过
程可视化， 有效地保证了产品质量可追
溯。

此外，“赫山兰溪大米” 制定了统一
产品标准和技术规程， 精心进行包装设
计，并进行全方位、立体化宣传，品牌知
名度逐步提高，产品畅销广东、福建、上
海等十多个省市。

赫山兰溪大米走俏中国粮交会
签订大米产销合同1.5万吨， 金额1.5亿元

� � � � 湖南日报6月25日讯(见习记者 邢骁
通讯员 邓正可)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芙蓉
区获悉，今年，五一商圈将从景观环境、建
筑立面、 夜景亮化等方面再度提质升级，
为广大市民及游客呈现一个交通更畅、体
验更优、颜值更高的“城市客厅”。

此前，芙蓉区各建管单位负责人和相
关专家多次磋商， 并结合商圈实际情况，
从功能性、实用性、便利性、管护成本等方
面提出完善建议，力求项目尽善尽美。

“设计方案可结合商圈现实人流量提

高可操作性，景观绿化方面应更加注重植
物存活率和后期管护的便利性。”“在人流
密集区，尽量减少花箱，增加雨水井，保障
汛期或雨天的行人往来通畅。” ……各方
意见逐步统一到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宜居
宜业上。

在整体设计上，芙蓉区明确将优先功
能性设施建设， 景观绿化要简洁清爽，实
施过程充分体现“行人优先，商业优先”原
则， 同时以精细化施工保障建设品质。据
悉，本次提质改造预计在今年底完成。

交通更畅体验更优颜值更高
长沙五一商圈年底完成再提质

电商助力
山货出山

6月25日，桂东县
农村电商仓储物流中
心， 工作人员打包茶
叶、 红薯干等山货销
往全国各地。 该中心
是全国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目
前网点已覆盖到全县
11个乡镇，在70多个
行政村创建了农村电
商公共服务站， 帮助
农民销售特色农产品
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李秉钧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彭婷 通讯员 何蔚

扶贫队员找上门，扶贫政策送到家，一些
贫困户想着可以躺在“政策的温床”上享清福
了。许师傅却不这样想，他常将一句话挂嘴边：
“政策好，服务好，更要攒劲搞！”

许师傅名叫许德春，今年55岁，是湘潭市
岳塘区荷塘街道清水村村民。2013年初， 一场
大病拖垮了他的身体，也拖垮了家庭，许师傅
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走扶贫绿色通道看病， 享受相关医疗报
销，还有签约家庭医生上门服务……基本生活
政府兜了底，许师傅心里踏实了，身体也一天
比一天好。

“身体好了我就坐不住。”许师傅说，在村

里的鼓励下，自2014年底开始，他与妻子一道，
因地制宜养鸡、种菜，夏天下田进坝捕龙虾、捉
鳝鱼，冬天砍柴烧火制作火焙鱼，一年四季忙
得不可开交。凭借勤劳的双手，他成功甩掉了
“穷帽子”。看着蒸蒸日上的日子，许师傅干劲
更足了。

“好家伙，这足有1公斤!”6月24日，天刚刚
亮，许师傅就急着去田里收鳝鱼，看着到手的
“战果”，他喜上眉梢。刚进家门，许师傅又立刻
到堂屋观看还在孵化的鸡苗，随后又带上玉米
粒到地里给土鸡投食。忙活好一会儿，许师傅
又走进厨房，帮正在制作火焙鱼的妻子搭一把
手，锅里不时传出阵阵诱人的菜香味儿。

“这年头，只要手脚勤，生活就不穷!”干活
间隙，许师傅和记者感慨，现在政策好，生活有

保障，政府还鼓励发展自主产业，栽种的当季
菜，捕捉的鳝鱼、龙虾都是市场上的“抢手货”，
养的鸡和蛋村里也帮忙打开销路，日子越来越
有盼头了！

“一年下来有多少收成？”看着忙碌的许师
傅，记者好奇地问。

他放下手上的活，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随身
携带的账本和记者算起了经济账： 一年养500
只土鸡，每只约1.5公斤，按市场价60元一公斤
计算，一年下来就有4.5万元。再加上土鸡蛋30
元一公斤，火焙鱼200元一公斤，鳝鱼120元一
公斤，龙虾30元一公斤，除去成本，预计一年总
收入将近5万元。

记者翻开账本， 在第一页发现了一行大
字：政府兜了底，致富靠自己。许师傅的妻子告
诉我们，这是许师傅自己写的，这几年，家里账
本换了几个，这句话却每次都会出现在账本首
页，希望以此鼓励自己不断奋斗。

原来， 这就是许师傅脱贫奔小康的“秘
籍”！

“政府兜了底，致富靠自己”
———看贫困户许德春的脱贫奔小康“秘籍”

老百姓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