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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首批科创板企业将于7月22日挂牌上市交
易，为了让广大长沙企业了解其最新政策动
态，抢抓政策先机，今天，长沙举办了科创板
上市培训班， 全市近100家拟上市企业参加
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包括科创板概况、科创板

发行与承销业务介绍、科创板实践经验分享
等内容， 围绕企业科创上市申报、 审核、注
册、发行、信息披露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
剖析、解读。不少参会企业表示收获满满，对
科创板上市政策、 科创板的发展有了更加清
晰的认识。

据介绍，去年8月起，长沙市金融部门会

同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全市高科技企业进行
了多轮有针对性的走访和宣讲。 今年6月，省
市领导先后调研长沙市科创板后备企业，座
谈企业上市工作。截至目前，长沙已有威胜
信息、 南新制药2家企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递交科创板上市材料，3家企业在湖南证监
局辅导报备。接下来，长沙将继续开展有针
对性的走访和培训，切实推进优质企业在科
创板成功上市，实现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协
同发展。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周东平 姚晓晗）今天，由省委全面
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司法厅共同主办的湖南省“宪法进宾馆
（景区）”活动在长沙启动。

7月至11月中旬活动集中开展期间，
全省将有223家宾馆、景区参与，预计宪法
学习宣传受众人数将达到1000万以上，互

联网线上覆盖人数达3000万以上。
据介绍，湖南现有宾馆、景区的显示屏、

宣传栏、广告栏、客房电视等载体，为宪法宣
传提供了广阔的宣传空间。湖南四星级以上
宾馆现有的2.5万张床位，4A级以上景区
1.64亿人次的年接待量，为宪法的学习宣传
提供了庞大的流量，便于宪法精神融入行业
文化，让宪法学习宣传“活起来”“落下去”。

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实习生 黄柳英

7月14日，暴雨初停，记者从江华瑶族自
治县县城出发，驱车2个多小时，来到59公里
外的湘江乡樟木口村。

“这里进出全是山高林密、弯急坡陡的山
路，扶贫不到一年，我的别克车就换了8个刹
车片、4个新轮胎、2个避震器。”村口，正在清
理道路的周劲松笑着告诉我们。

“樟木口村就像一个世外桃源，进来了就
不想出去，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从中
国农业银行永州市分行的员工，到省级贫困村
的扶贫工作队队长兼村党总支第一书记，这样
的角色转变是周劲松主动作为的结果。

短短的一年零四个月， 周劲松推动完成
4.5公里道路硬化；流转866亩土地建设白茶种
植基地。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中，有224户879
人实现稳定脱贫， 成功通过省第三方评估验
收。剩下的6户16人中，今年将有2户7人脱贫
出列。

成绩来之不易。
2018年3月，46岁的周劲松和52岁的同事

赵勇第一次进村， 便被蜿蜒盘旋的山路颠得
七荤八素。“当时，一下车就吐，饭都吃不下。”
周劲松说，他最怕的还是下雨。

“一下大雨， 进村的4条土路有3条会被

淹，另一条经常发生滑坡。外面的人进不来，
里面的人出不去。”樟木口村党总支书记何先
万解释道。

修路迫在眉睫。周劲松跑部门、争资金、
拉赞助，在去年11月，完成了坪冲口至老婆源
1.5公里的公路，箭竹冲、竹瓦组各1.5公里道
路的硬化工程。又筹集20万元资金，在村道上
安装120盏太阳能路灯，照亮大山深处的小桥
流水人家。

市农科所“80后”员工陶卫是今年3月加
入扶贫队的，他与周劲松、赵勇组成了一个特
殊的“小家庭”。“我们每天8时出门走访村民，
12时回家做饭，队长掌勺，赵叔生火，洗菜洗
碗由我包。”陶卫说。

计划虽是如此，却经常不能准点吃上饭。
为了按时给所有贫困户装上GPS定位， 他们
一天跑四五十公里， 走遍全村十五个村民小
组，晚上9时才吃上饭。通过频繁的走访，他们
对每一户贫困户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干群关
系也像“走亲戚”，越走越亲。

“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还不用花一分钱,就
像做梦一样。”70岁的贫困户赵辛凤坐在自家
新房门口感慨地说。之前，赵辛凤一家4口住
在悬崖边一个简易拼装的木屋里，上不避雨，
四面漏风， 是周劲松为她申请资金、 募捐善
款，筹集了将近8万元把新房子建起来。

60多岁的贫困户李西湘也是工作队时常
牵挂的对象。 李西湘与腿脚残疾的儿子相依
为命，家里劳动力缺失。周劲松经常带着队员
上门搞卫生、干农活。五月插田，九月收谷，李
西湘家的几亩田没有荒废过。

“我们在这里扶贫，既有辛苦，也有欢乐。
虽然山高路远，条件艰苦，但我们跟村民打成
了一片， 和这里的村民组成了一个大家庭。”
赵勇感慨道。

樟木口村人均耕地只有0.3亩， 没有蔬菜
基地， 扶贫队想买菜必须逢五逢十等到镇上
赶圩的时候。很多瑶民摘菜时，不忘给扶贫队
也摘一把。三人出门工作，回家的时候，门口
的小板凳上总是整整齐齐放着一把青菜，一
捆豆角，或是几根黄瓜。

“瑶家人民风淳朴，热情好客。春节期间，
每天都有老乡邀请我们到家做客，我们不去，
他们就不高兴。”周劲松既无奈又幸福地说。

晚上7时，在扶贫队的房屋前，六七条肥
鱼在小水塘里悠游，几只鸡鸭叽叽嘎嘎归笼，
三株种在破木盆的朝天椒果实已压满枝头，
丝瓜藤沿着提前搭好的竹架肆意攀爬。 这个
大山深处的小家又升起了炊烟。

远处，120盏太阳能路灯照亮来时路，将
散落山间的15个村组串联成珠。866亩白茶在
山头吐芳露蕊，酝酿着新的希望。

精准扶贫在三湘

“我们已经习惯了这里的生活”
———省级贫困村江华樟木口村的脱贫故事

长沙启动科创板上市培训工作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肖军勇）为湖南军工产业培育能工
巧匠，加强企业高技能人才培养，7月14日
至16日，2019湖南技能大赛·湖南兵器民
爆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在湘潭举行，
经过激烈角逐，4名获奖选手由省人社厅
授予“湖南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本次大赛由省人社厅、省总工会、湘科
集团联合举办，共设立“普通车工、数控车
工、加工中心操作工、钳工”4个职业竞赛工
种， 经过各参赛单位的积极参与和公平选

拔， 共有来自湖南兵器集团11家子公司的
47名选手参加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12名选手凭借扎实
的业务知识和娴熟的操作技能脱颖而出，获
得相应名次。其中，刘光华、苏钇霖、雷宏桥、
李雪飞分获普通车工组、数控车工组、加工中
心操作工组、钳工组的第一名。按照大赛奖励
规定，这4名获奖选手由省人社厅授予“湖南
省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获
奖选手刘光华、苏钇霖，由省总工会按程序授
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湖南兵器民爆行业职业技能大比武
4人获“湖南省技术能手”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刘永涛 通讯员
彭姣 李牧天）金融活水，助力株洲高质量发
展。昨天，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株洲市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将在未来3年累计新增
融资500亿元， 推动株洲经济社会发展。株
洲城发集团、中车株机、南方宇航等企业与
中信银行携手合作，签约金额达396亿元。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行长王顺清介绍，
该行与株洲市在轨道交通产业、 航空航天

装备制造、 基础设施建设、 棚户区改造项
目、城际铁路配套工程、水系综合治理等领
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未来将继续发挥中
信集团“金融+实业”的协同优势，为株洲
市政府及企业在综合金融、普惠金融、政府
债务化解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据统计，自2014年以来，中信银行已
为株洲市累计提供表内外综合融资金额
500亿元。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
7月16日，常德市首个智能立体停车楼———北
正街智能停车楼正式投入运营， 将缓解周边
停车难。

该智能停车楼位于常德市城区朗州路，
建筑高23.7米，设停车楼9层，共有240个停

车位，其中轿车车位180个、高顶车车位60
个。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该停车楼停车，全程
实行智能控制管理， 存车采用触摸屏加IC卡
进行操作。驾驶员把车停在指定位置，在操作
屏上按照提示按键操作后，就可以取卡走人。

楼内搬运器将把车辆运抵安全停车位， 存取
车一次用时不超过2分钟。停车收费暂定每小
时4元，前半小时免费，最终定价将由当地发
改部门审定。

据了解， 常德市城区步行街衣巷子机械
式智能停车楼也即将竣工，预计于今年9月投
入使用。此外，常德市第一中医院、老体育馆、
芷园宾馆3处地点也纳入了公共智能停车场
建设计划。

常德首个智能立体停车楼运营

� � � � 湖南日报7月17日讯（见习记者 金慧
通讯员 邓美萍） 记者从长沙市发改委获
悉，该市日前发布了《长沙市促进快递业高
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
到2021年快递业务量将超过15亿件，年均
增长超过50%，业务量规模跻身全国前列。

具体而言，长沙将实施品牌工程，培育
壮大快递企业；实施铺网工程，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实施筑巢工程，建设快递产业集聚
区；实施示范工程，加快电商协同发展；实

施金牌工程，精准对接乡村振兴；实施标杆
工程，大力发展绿色快递；实施网上工程，
实现多维互联互通；实施关爱工程，激活人
力资源优势；实施畅通工程，打通管理运营
堵点。

快递业伴随着互联网+产业的进程，
近年来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在降低流通
成本、 支撑电子商务、 服务生产生活、扩
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长沙发布快递业发展3年行动计划

2021年快递业务量将超15亿件

我省启动宪法进宾馆景区

中信银行新增500亿元融资助力株洲发展
在综合金融、普惠金融、政府债务化解等领域提供专业服务

扶贫搬迁
就近就业

7月16日， 隆回县
七江镇易地扶贫搬迁
集中安置点博 箱包
扶贫车间，工人在加工
箱包。去年11月，隆回
县通过招商引资，在该
安置点建立博 箱包
扶贫车间，目前，有20
余名安置点贫困人员
在车间工作，月收入可
达3000元。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氵昊

氵昊

“红黑榜”监督垃圾分类
7月17日，长沙市七中教师村，监督员将垃圾分类监督的情况通过“红黑榜”进行公

布。该小区有172户居民，上月底小区将过去的斗式垃圾站提质改造为垃圾分类集中投放
点，从本月初开始采取“红黑榜”的方式监督垃圾分类，18个督导员轮流值班，利用早晚高
峰期监督指导居民垃圾的投放。 实施半个月， 居民垃圾分类投放的正确率已由最初的
60%，提高到目前的95%以上。 田超 魏中意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