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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王晗）“感
谢湘江新区、 湘江国投对福米科技的扶
持”“机械之家的发展得益于湘江新区和
基金小镇的大力支持” ……连日来， 湖
南湘江新区湘江基金小镇开展以“基金
驱动产业” 为主题的产业园区巡礼走访
活动， 携多家投资机构走进湖南湘江新
区各大产业园区， 与园区、 企业负责人
面对面共谋未来产融发展， 赢得企业家
们称赞。

2017年7月落户湖南湘江新区以来，
湘江基金小镇践行“基金服务产业，资本

促进招商”的发展思路，深耕本地，辐射全
省，以资本引商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
小镇已入驻基金机构330家（含麓谷基金
广场）， 入驻机构基金管理规模达2177亿
元，集聚了光控母基金、达晨财智、景林投
资、昆仲资本等机构，中部基金集聚高地
逐步成形。

引进一支基金，带动一个产业，形成
一条产业链，打造一个生态圈。 两年来，湘
江基金小镇注重释放政府引导基金的聚
集和放大效应，累计对外投资项目259个，
投资金额达118.55亿元，“资本+产业”已

成为其特色名片。 小镇成功引入了瓜子养
车全国总部、美团B2B湖南总部、人和未
来、隆深机器人、酷哇机器人、桑顿新能源
等一大批具有重大技术创新和较大产业
规模的优质项目， 挖掘并培育了视觉伟
业、远大住工、机械之家等本土优质项目，
有效助推区域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
升级。

作为我省基金集聚地，湘江基金
小镇着力推动产融结合， 积极搭建
企业与投资机构对接桥梁。 今年，
小镇以走进园区为主题， 联合五矿

麓谷产业园、 柳枝行动、 宁乡高新区、
湘潭县、 望城区， 分别举办了5场“智汇
湘江·科创新区” 路演活动， 精选40余个
优质项目及企业参加路演。 目前， 科创
路演已发布项目111个， 参加机构达700
余家， 累计对接基金机构约220家， 达成
投资意向近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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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阮涛 李华） 7月28日， 郴州市北
湖区燕泉街道桐梓新村振兴社区居家养
老服务中心， 一群快乐的老人在开心地
享受属于他们的晚年生活， 有的在打桥
牌， 有的在健身， 有的在编织工艺品
……一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创办于去年8月的振兴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 由振兴社区和湖南万众和养
老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兴办， 目前设床位

50余张， 并配备餐厅、 娱乐室、 健身康
复室及健康监测数据信息平台等。 服务
中心创办以来， 将亲情服务与专业服务
相结合， 很好地满足了当地老年人的养
老需求。

据介绍，北湖区现有60周岁以上老年
人7.3万余人，占总人口17%。 为了让老年
人乐享晚年，近年来，该区把老年人“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列为民生工作
重要内容，采取一系列措施，着力提升老

年人幸福指数。 区里持续加大投入，先后
建立公办福利院、敬老院、社区居家养老
服务中心等40余个，其中区福利院设床位
2200张，集养老、医疗、康复等于一体。 同
时,充分整合土地、房屋等国有资源，与长
乐永康、颐心等民营养老服务机构进行合
作，大胆探索养老新模式。

北湖区还不断健全养老服务制度，
采取向民营养老机构购买服务方式， 为
特困、 高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 医疗

保健、 精神慰藉等服务。 2016年来， 新
阳家居养老服务中心坚持上门为老年人
提供做饭、打扫卫生、陪聊等服务，为2000
余位老年人送去温馨、快乐。 区相关部门
还组织村（社区）成立老年人协会，建立娱
乐休闲活动场所，积极开展厨艺、书法、绘
画等比赛活动； 建立老专业人员服务队
伍，在辖区医院、 餐饮店、 理发店、 居民
小区等设立服务网点， 为老年人提供多
方面服务。

长沙为第五届道德模范颁奖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张颐佳）在“七夕”即将到

来之际，今天，长沙市第五届道德模范颁奖仪式暨“我们
的节日·七夕”活动举行。

该活动由长沙市文明委主办，主题为“弘扬家国情
怀、彰显道德力量”。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经群众推荐、
公示投票、综合评定，长沙市评选出彭友良、王国梅、涂
成章、朱豫刚、陈荣、梁菲、张卫社、潘勇、李良义、江再
红、吴谦、许志礼、朱国萍、柳维新等14位来自各条战线
的道德模范。他们中，有危重孕产妇的“守护天使”，有27
年照顾瘫痪妻子、不离不弃的好丈夫，还有兑现生死承
诺、32年坚持照顾牺牲战友家属的最美老兵等。

同时，严亮坤、谢迎辉、张茂斌、邓自力、汤俊杰、周
书进、谢向前、杨亚中、尹学军、熊利华等10人获得长沙
市第五届道德模范提名奖。

武陵源进入暑期旅游高峰
7月份核心景区一次性进山

人数同比增长3.6%
� � � �
�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今
天，记者在武陵源核心景区水绕四门景点采访时，在一
对游客的请求下为他们拍了一段抖音。 视频里，他们大
喊：武陵源，太美啦！他们告诉记者，回到学校后，一定要
把这里的风景推荐给同学们。

不止水绕四门，在杨家界、十里画廊、天子山、黄石
寨、黄龙洞、宝峰湖等精华游览线，到处都是人潮涌动，
人们在清爽宜人的武陵源避暑度夏， 享受惬意休闲假
期。 除了传统的自然观光游，乡村民宿、非遗文化、民俗
演艺等也成了暑期旅游的热门。 湘西老腔、魅力湘西、千
古情等文化演艺异常火爆，“演出经济”成为武陵源暑期
旅游的又一热点。

按照暑期旅游接待部署，武陵源所有涉旅单位及旅
游企业增加上岗力量，细化责任，全力保障旅游接待安
全有序，服务优质高效。记者在武陵源各门票站及索道、
电梯、观光电车等主要客源集散地看到，人员分流、应急
处置等各项服务保障井然有序。 同时，针对暑期旅游高
峰，核心景区安排了317台环保客运车投入营运。

数据显示，7月份武陵源核心景区一次性进山人数
近55万人，同比增长3.6%，从7月26日至今每天接待量保
持在4万人次以上，单日接待量最大增幅达到34%。 从目
前接待情况来看， 武陵源各景区仍有较大接待空间，城
区宾馆酒店、客栈及乡村民宿等房源充足，游客可放心
进入武陵源游览。

唐生智故居成民革党史教育基地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今

天，记者从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永州市委员会（简称
民革永州市委）获悉，近日，民革中央下发文件，将东安
县唐生智故居命名为民革党史教育基地。

唐生智是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国民党革命委
员会的卓越领导人。 唐生智故居(又名树德山庄)位于东
安县芦洪市镇，见证了唐生智推动湖南和平解放、兴办
耀祥中学等爱国进步事迹， 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至此，全国民革党史教育基地增至17处，湖南省境
内有两处，分别是长沙市程潜公馆、东安县唐生智故居。

� � �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唐善理
蒋茜 通讯员 陈健林）夕阳下， 在江永
县城消江河中， 孩子们在欢快地游
泳、 戏水。 在河岸上，江永“民间救生
队”队员雷胜龙、王裕刚等人，一边仔
细观察着河中情况，不时还发出提醒：
各位小朋友， 请不要游到河中间深水
区！ 这是8月4日傍晚， 江永县“民间
救生队” 巡河时的情景。

在江永县，有一个由民警、个体工
商户、纪检监察干部、城乡居民等各类

群体组成的“民间救生队”，每到傍晚，
他们按照责任分工，在桃源河、潇水河
等河段义务巡逻， 守望着河畔戏水的
孩子们。

今年43岁的王裕刚是一名公安民
警， 也是一名游泳爱好者， 参加义务
救生员队伍已有5个年头。 从小就爱
游泳的王裕刚水性很好， 至今已挽救
了6个溺水者的生命。 近段时间， 天
气炎热， 正是暑假学生下河游泳的高
峰期。 王裕刚和队友每天都要到消江

河坝转转， 花上近2个小时， 守在河
边为游泳者作安全提示， 担起“义务
救生员” 和“安全宣传员” 的任务。
他们三五个人一组， 在龙田河坝、 幸
福桥段、 消江河坝进行义务巡逻， 防
止孩童等游泳者出现溺水事故。 在王
裕刚等人的发动下， 许多游泳爱好者
和义工都纷纷加入救生员志愿队。 这
些救生员志愿者都参加了救生救护专
业培训， 包括水中救生、 陆上心肺复
苏包扎固定等多项内容。

目前， 该县游泳协会、 义工协会
的160多名志愿者加入到了“民间救生
员”队伍中。 5年来，志愿者先后救护了
30多名溺水者， 化解溺水险情60多
起。

宁乡良种油茶林
超过13万亩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李曼斯 通讯员
龚再蓉）今天，宁乡市坝塘镇坝塘社区建档立卡贫
困户周新明顶着高温， 来到自家油茶林里照看苗
木。今春，他种下了13亩良种油茶，长势良好，成活
率达90%以上。 据了解，通过多年发展，宁乡市良
种油茶林种植面积已超过13万亩， 茶油加工销售
规模不断扩大。

与传统品种相比， 良种油茶具有产量和效益
更高的特点。 今年， 宁乡市良种油茶种植再掀热
潮，新种植面积再次突破1万亩。

“油茶苗，是今年所送树苗的主要品种之一。 ”
宁乡市林业局局长张永胜表示，“政府送树， 群众
栽树”造绿模式的深入实施，有效激发了广大种植
户种植油茶的积极性。今年，宁乡市林业局共送出
良种油茶苗20多万株，并为种植户提供技术指导。

如今， 良种油茶林种植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已
逐渐显露。在该市喻家坳乡南岭村，瑞宏油茶专业
合作社于2010年种植良种油茶林774亩。 去年，这
片油茶林实现产值近60万元， 合作社相关负责人
姜小华说：“进入盛产期的头几年， 产量会逐年大
增。 去年采摘鲜果19.98万斤，今年鲜果产量预计
会超过30万斤。 ”

3000多名残疾人获意外伤害保险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通讯员 何映章

游园 ） 近日， 长沙市天心区残联推出一项助残新举
措———为该区户籍的持证残疾人购买一份“意外伤害保
险”，按照每年45元/人的保费标准为全区3231名残疾人
投保，每人最高保额3万元。

从8月1日开始， 天心区残联和中国人寿保险长沙
天心分公司一起为辖区内符合条件的残疾人陆续开展
上门送保险服务。 保险内容涵盖意外伤残、 意外住院
以及意外身故等方面， 人群覆盖全区3231名残疾人，
保障时间为2019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 投保残
疾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伤害事故导致身亡， 最高赔
偿3万元； 因意外伤害住院或门诊， 最高可获4000元
医药费用补偿。

“为残疾人购买意外伤害保险是一项助残新举措，在
长沙市为首创。 ”天心区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是保
障、维护残疾人权益的一次试点工作，将进一步完善全区
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有力提升残疾人的保障水平。

金融活水赋能产业发展
两年对外投资项目259个，投资金额118亿多元

全方位推进养老服务事业

江永“民间救生队”
救护30多名溺水者

� � � � 8月6日中午，长沙市浏阳河婚庆文化园，保洁工人在无人爱心冰柜网点免费取用矿泉水。 无人爱心冰柜活动去年夏季在
长沙率先出现，并扩散至省内各市州，众多爱心企业纷纷加入，为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户外工作者免费送上一份清凉。 今年，该活
动本月初再次在长沙“上线”，一台台爱心冰柜陆续出现，成为盛夏长沙街头一道亮丽风景。 田超 魏中意 摄影报道

爱心冰柜送清凉

北湖区

开福区重拳出击安全隐患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李文）近日，长沙顺吉服装厂因消防隐患被停业
整顿14天。 长沙市开福区对安全生产隐患重拳出
击，今年检查生产经营单位近万家，严管重罚“零
容忍”。

长沙顺吉服装厂位于开福区青竹湖街道金
霞新村， 是一家年产几万套校服的服装加工企
业。 经查，该企业存在消防通道不畅通，车间内关
键位置线路未套管，开关老旧，接电方式不规范
等问题。“经济效益再好，安全事故发生都将付之
一炬。 ”执法小组现场向该企业负责人一一指出
隐患所在。

今年以来， 开福区各单位深入开展安全生
产、打非治违等工作，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有效预
防企业安全生产事故发生。 全区共检查生产经营
单位9407家， 开展部门联合执法行动1125次，责
令停产整顿企业85家， 关闭生产经营单位78家，
取缔非法生产经营黑窝点235处，经济处罚650余
万元。

湘江基金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