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记者 王晗）长株
潭一体化城际交通重点项目潭州大道快速
化改造工程开工建设； 按照德国工业4.0标
准建设的长沙智能终端产业双创孵化基地
通过竣工预验收； 长沙方特·东方神话主题
乐园开园……盛夏时节， 长沙湘江西岸，湖
南湘江新区产业项目建设捷报频传。

今年来，湖南湘江新区以“产业项目建
设年”“营商环境优化年”为抓手，着力推动
高端制造业、 高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数

据显示，1至6月， 新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全
线飘红，时间任务“双过半”：地区生产总值
达1008.61亿元，同比增长9.1%；规模以上工
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均达两位数以上。

狠抓产业培育激发经济动能，成为湖南
湘江新区稳发展的重要一环。今年，新区对
标长沙市22条产业链，以高端制造业、高技
术服务业为重点，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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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为推动《中共湖南
省委关于全面加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落
实落地，近日，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湖南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规范乡镇（街道）职
责权限实施方案》《拓展基层干部晋升通道实
施方案》《提高基层干部待遇实施方案》《促进
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切实减轻基层负
担实施方案》等五个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市州、县市区委，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
省直机关各单位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湖
南日报今天全文刊发《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
实施方案》。

《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全文如
下。

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全面加
强基层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引导人才向艰
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 制定如下实施
方案。

一、加强基层人才培养
加大农村定向大学生公费培养力度，每

年定向培养师范生1万名、 医学生1500名、农
技特岗人员500名。

完善乡村教师培养补充体系， 乡村学前
教育、 义务教育教师补充分别以地方师范院
校专科、本科公费师范生为主，乡村普通高中
教育教师补充以高水平师范大学和综合性大
学本科公费师范生为主。

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每年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10万人以上，每年组织300名以上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或骨干定点培训。

持续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
每年选聘400名大学生到基层工作。

每年从在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中遴选
一批优秀人才，建立基层后备人才名单，纳入
各地年轻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鼓
励有条件的市州在相关高校采取定向、 订单
等方式培养储备村（社区）后备力量，确保每
个村（社区）动态储备2人以上。

二、优化编制人事管理
在基层事业单位编制总量内建立“人才

编制池”，实行动态调整，允许乡镇事业单位
统一设置岗位、 统筹使用岗位职数， 有编即
补，空编率控制在5%以内。整合乡镇农技、兽
医、 农机等农业站所， 设立农业综合服务中
心，配备相应编制。

对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医学生、 贫困
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本土化培养学生、农
技特岗人员定向培养学生， 毕业后按规定办
理入编手续。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招聘卫生专业技术人
才，可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或不设开考比例划
定合格分数线； 对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连续
工作5年以上、已经取得执业（助理）医师的临
聘人员可通过考核考评择优办理入编手续；
对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或卫生技术中级
及以上职称或全日制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
急需紧缺人才，可以考核方式招聘。

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县管校聘”改
革，建立健全县域内义务教育学校校长、教师
交流轮岗制度，推动城镇学校优秀教师、校长

向乡村学校流动。 乡村学校教师评定为特级
教师和高级专业技术职务，须服务5年后方可
流动。

县级公立医院中层管理人员晋升职务，
须有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任职或挂职1年以
上经历。 定期从乡镇卫生院院长中选调工作
业绩突出、工作时间较长的，到县级医疗卫生
机构、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任职。

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农科所、农业职业中
专等涉农单位新进的农技人员， 须到乡镇或
农村从事农技服务2年以上。定期从乡镇选调
技术过硬、业绩突出、工作时间较长的农技人
员到县级机关事业单位任职。 事业单位的农
技人员经单位同意到乡村创办企业的，3年内
保留其工作关系。

三、创新基层人才评价
推行基层专业技术人才职称定向评价、

定向使用、定向聘任。在基层卫生、教育、农业
林业领域全面实行基层职称制度， 定向评价
结果在基层单位适用并兑现相关待遇。对“定
评定聘”的基层高级职称实行比例单列、总量
控制，不占各地高级专业技术岗位比例。

所有系列（专业）常规评审根据当年申报
情况，对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实行单独分组、单
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注重考察评议其服
务基层的年限、效果、累积工作业绩等。

所有系列（专业）常规评审一律将专业技
术人才服务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的业绩
作为职称评审的内容，并赋予评价权重。

荩荩（下转2版①）

省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

《促进人才向基层流动实施方案》

�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记者25日从衡阳市上半年经济形势
分析会上获悉，衡阳市今年上半年地区生产
总值同比增长8.3%，增速居全省第一，增长
势头强劲。

2018年，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正式获批，衡阳位列其中。为抢抓发展机遇，
衡阳市制定出台了《衡阳市争当湘南湘西承
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领头雁”三年行动
计划》，着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全面落
实优化营商环境20条、 招商引资30条等政
策，推动企业综合营商成本持续降低，吸引

企业来衡投资兴业。
衡阳市着力夯实园区承接平台，主动为

项目企业提供“保姆式”服务。对所有市级
重点工程，该市实施“一个项目、一名领导、
一套班子、一抓到底”推进模式，并组建重
大产业项目办，提供从项目策划包装、谈判
签约到竣工投产运营等全过程统筹服务，
切实推动精力和要素向项目集聚。当前，该
市园区主战场、主阵地作用日益显现，园区
规模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模工业增加值的
70.6%。

荩荩（下转2版④）

衡阳上半年GDP增速全省第一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贺威）今
天，2019湖南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深圳）
产销对接活动在深圳会展中心开幕。 省委
副书记乌兰出席开幕式， 并为中国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汉中颁发
“湖南菜籽油” 品牌科技顾问聘书与奖牌，
广东省委常委叶贞琴、 湖南省副省长隋忠
诚致辞。

今年，省委、省政府提出脱贫60万人
口的目标， 到明年底实现全部贫困人口脱
贫。本届产销对接活动以“脱贫攻坚·品牌
强农”为主题，通过“以销促产”带动贫困地
区产业健康发展， 搭建贫困地区特色优质
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 促进了湖南贫困地
区农产品与深圳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有

效衔接。 开幕式上举行的合作项目协议签
约式， 现场促成签约78家， 签约总金额
18.32亿元，为进一步推动贫困地区脱贫攻
坚注入了新的动力。

本次产销对接活动从28日持续至30
日，设立了宣传推介区和产业扶贫、电商扶
贫、湖南菜籽油、湖南茶油、湖南红茶、安化
黑茶、综合茶叶、水果、蔬菜、竹木、水产、粮
食、中药材、畜牧等14个展区，集中展示展
销600多家农业企业带来的上千种优质特
色农产品。除湖南菜籽油专题推介会以外，
还将举行张家界莓茶、 湖南红茶、 湖南茶
油、临武鸭、湘江源蔬菜、安化黑茶、南县稻
虾、湖南水果等9场农产品宣传推介活动。

荩荩（下转2版②）

我省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
深圳展销
乌兰出席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陈昂昂）
今天下午， 省政协在长沙举行湖南发展海
外顾问团座谈会暨增聘仪式，增聘李霞、吴
莉莉、张建伟、郭京良、彭锦路、熊立新等6
人为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成员。 省政协主
席李微微为他们颁发了聘书。

省政协副主席胡旭晟、贺安杰，党组成
员袁新华，秘书长卿渐伟出席活动。

2017年，湖南省政协成立了湖南发展
海外顾问团，11位优秀海外华人华侨受聘
为第一届第一批顾问团成员。近两年来，顾
问团成员积极促进所在国家和地区与湖南
广泛进行人文交流合作， 为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贡献了力量。 此次受聘的6名顾问，既
是海外的商业领袖、行业翘楚和专家教授，
又与湖南联系紧密。

座谈会上， 新任顾问团成员围绕进一
步推动中外产业和科技合作、 加强人才培
养力度、助力湘品出海、把国际护理理念带

入湖南等问题提出了意见建议。 大家纷纷
表示，将立足自身优势，为湖南实施创新引
领开放崛起战略凝聚更多更广泛的智慧和
力量。

会议指出，希望大家勇于建言献策，做
湖南发展的参谋者，在“顾问”二字上下足
功夫，充分发挥好高端“智库”作用，立足湖
南实际情况，提出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创
新性的意见建议， 帮助湖南不断提升开放
发展的层次和水平； 希望大家积极牵线搭
桥，做湖南建设的推动者，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协调各方关系，带领和推荐国际最顶尖
的人才、最优质的项目、最前沿的技术进入
湖南，为湖南“引进来”“走出去”提供强大
动力；希望大家讲好湖南故事，做湖南形象
的传播者，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
多的海外侨胞关心支持湖南发展， 多宣传
推介湖南，成为湖南与世界各国、各地区交
流合作的友谊使者。

为湖南“引进来”“走出去”
提供强大动力

省政协增聘6名湖南发展海外顾问团成员
李微微颁发聘书

湖南湘江新区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
上半年签约产业项目94个，合同引资1691.54亿元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唐
璐 王浩 许杰） 盛夏时节，开
放崛起的长沙传来令人振奋
的喜讯：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总
值 831.49亿元 ， 同 比 增 长
57%，增幅居全国省会城市第
二、中西部省会城市第一。

今年以来，长沙市全面贯
彻中央和省里重大决策部署，
把握发展机遇， 强化工作举
措，全力攻坚克难，有效推动
开放型经济跨越发展。

招商引资量质齐升。紧紧
围绕500强项目、 产业项目、
外资项目招商，培育壮大产业
链，1至6月实际使用外资33亿
美元， 增长11.4%； 引进三类
500强项目21个，围绕22条产
业链引进重大产业项目52个，
总投资560.9亿元。

外贸扩规提质成效明
显。 一般贸易进出口平稳增
长，进出口627.6亿元，增长
50.7%；越来越多的长沙出口
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上
半年出口机电产品 297.9亿
元，增长76.8%，占同期长沙
市出口总值的51.1%；对非贸
易进入历史最好阶段， 上半
年对非进出口达34.9亿元，
增长82.1%。

荩荩（下转2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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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幸福
“出发”

7月28日，溆浦县
北斗溪镇坪溪村，农
田创意图案———“向
幸福出发”与青山、民
居辉映成景。 该村原
属山地贫困村， 近年
依托沪昆高铁集散中
心的优势， 在省教育
厅的扶助下， 大力实
施“三化一改”环境综
合整治和“美丽乡村
幸福家园”建设，村容
村貌发生了显著变
化，获评“湖南省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舒均军
摄影报道

导 读

长炼：山沟里崛起一流绿色企业

�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通讯员 詹薇
记者 杨军）7月26日， 桃江县举行2019年
招商引资重点项目第二次集中签约活动 ,
正式签约12个项目，签约金额63.4亿元。至
此，桃江县今年已签约项目24个，签约金
额达71.78亿元。

2019年是桃江县“实体经济服务年”。
桃江把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作为加快桃江
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大力开展领导招
商、小分队招商、以商招商、乡友招商、驻点
招商。 7月26日签约的项目包括投资20亿元

的铝模产业基地项目、投资6亿元的国辰产
业园开发建设项目等，涵盖装备制造、竹木
制品加工、康养等领域。

“近年来，桃江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
续加大，作为一名在外的游子，更应该支持
家乡的建设。 ”返乡投资桃江籍企业家、深
圳市水木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列说，他
投资的桃江县水木文健新城项目， 总计划
用地273亩，投资30亿元，分两期开发，主
要是对桃江经济开发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升
级改造。

� � � �湖南日报7月28日讯 （记者 戴鹏 通
讯员 张弥郁）27日上午， 中国动力谷氢能
产业峰会在株洲高新区举行。峰会现场，株
洲高新区与上海汉兴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签
约，在株洲建设全省首座加氢站，并搭建制
氢、加氢及新能源综合研究基地。

据悉， 氢能产业是新能源产业领域最
热的发展方向， 未来5年氢能产业将成为
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次峰会以“聚焦氢能产
业，助推绿色发展”为主题，邀请了百余位
国内外氢能领域重量级大咖来株共商氢能
产业发展大计。

根据规划，从今年起到2025年，株洲
市将建成加氢站12座， 燃料电池公交大巴
年生产能力2000辆，燃料电池乘用车及商
用车年生产能力8000辆。

当天， 株洲高新区与上海汉兴能源科
技制氢加氢基地、淳华氢能科技园、北京铂
陆氢能研究院进行了签约， 未来将在株洲
高新区建设制氢、 加氢及新能源综合研究
基地、产学研用的综合平台、氢能科技创新
创业园等。各方将以强有力的合作，极大提
升市场竞争力，拓展氢能产业领域。

桃江集中签约12个重点项目

打造全国氢能产业城

株洲规划建设全省首座加氢站

50年前，长岭炼化在湘北一个叫
做“夹皮沟”的荒山里破土动工，4套炼
油装置开车一次成功， 开启了长炼人
艰苦奋斗、争创一流的漫漫征程。

50年来， 一代代劳动者接续奋
斗， 长炼从一个年产250万吨的单一
燃油型炼厂， 发展成为拥有35套生产
装置的现代化大型炼化企业———年加
工原油能力1150万吨， 生产航煤、溶
剂油、环氧丙烷、聚丙烯等60多种炼

油化工产品，年创利税过百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党的十八

大以来，长炼紧贴市场、行业和社会需
求，加快技术创新，推动炼油化工技术
从“引进消化”到“自主原创”，HPPO
环氧丙烷等一批绿色技术迈入国际先
进行列，从“战天斗地建设炼厂”到“保
护环境和谐共生”，开启了返璞归真绿
色发展的新篇章。

（相关报道见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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