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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徐典波 通讯
员 蒋辰 何可）今天是第6个全国扶贫日，岳阳
市人社局组织12个县（市、区）和122个乡镇劳
动保障站，开展进港区、园区、社区、扶贫易地
搬迁区送政策、岗位、培训和服务等就业扶贫
“四进四送”活动，当天有322名贫困户与用工
企业达成就业意愿， 另有3680余名农村劳动
力接受了岗位推荐等服务。

近年来，岳阳市大力推进精准就业扶贫，

人社部门采取“横向整合+纵向联动”，持续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就业扶贫“四进四送”活动，
同时通过网络开展“在线”招聘，线上匹配与
线下对接相结合，打造“永不落幕”的服务窗
口。 该市还推出异地求职交通补助、 社保补
贴、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等一系列帮扶政策，
促进并稳定贫困劳动力就业。

与此同时， 岳阳市聚力打造在贫困劳动
力较为集中的地区建立100家扶贫基地和

100家扶贫车间的“双百工程”，开发超6000
个“家门口”扶贫专岗，形成就业扶贫工作的
最强发力点和最大产出点。 从今年起，该市每
年评选30个“就业扶贫爱心单位”和“示范车
间”， 每个给予5万元一次性以奖代补资金扶
持，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贫困户就近就业。

截至目前， 岳阳市共有建档立卡农村贫困
劳动人口12.88万人， 其中有转移就业意愿的
贫困劳动力7.73万人， 已就业7.64万人。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弥郁） 记者今天从株洲市高
新区获悉，“株洲·中国动力谷汽车产业
博览会” 将于10月25日至27日在该高
新区举行。 活动将举行集体签约，预计
32个总投资额超过300亿元的汽车产
业项目落户株洲。

本次汽车产业博览会由株洲市
委、市政府主办，株洲高新区党工委、高
新区管委会，天元区委、天元区政府承

办， 旨在加快建设千亿汽车产业链，提
升株洲汽车产业发展的外向度、 影响
力，全面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
为建设株洲·中国动力谷增添新动力。

为突出汽车产业主题，博览会期间，
株洲高新区将开展湖南株洲汽车产业发
展论坛、北汽株洲分公司“十周年百万辆”
汽车下线等主题活动， 以及株洲秋季汽
车博览会、新动力美食音乐汇、越野争霸
赛、改装车展会等配套活动。

中国动力谷汽车产业博览会
将在株洲启幕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王晗）
今天下午，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科
创产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
6家标志性平台及企业集中签约， 标
志着大科城建设取得了又一阶段性成
果。

近半年来，按照省“两山”建设联席
会议部署， 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推进
委员会对标省委确立的愿景目标， 绘出
施工图，明确时间表，狠抓工作落实，积极
引育汇聚科创资源，着力构建科创平台。
此次牵手全国最大知识产权保护及运营

机构上海新诤信知识产权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 全国最大线上成果转化服务平台
上海迈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全国最大
线上科研仪器共享平台之一上海聚仪检
测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共建标志性平
台， 引进国内人工智能领军企业云天励
飞、华锐金融、码尚定制等标志性企业，将
有力促进科创企业在大科城汇聚。 截至9
月底，大科城已新增科创企业580家。

目前，共有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 清华大学等26所高校湖南校友会
入驻大科城。

大科城科创产业项目集中签约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张颐佳）
昨日， 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前三季度
经济工作会议上获悉， 该区1至9月预
计实现地区生产总值813亿元，同比增
长8.2%。 特别是重大项目纷至沓来，势
头强劲。

9月26日，荷兰夸特纳斯集团（长
沙） 国际食材集采集配加工中心项目
正式开工。 10月15日，大飞机地面动力
学联合实验室暨湖南飞机起降系统研
发平台签约。 文创视频和现代物流两
大朝阳产业持续发力， 月湖文创小镇
启动“腾笼换鸟”改造，国家工程实验
室马栏山研究院挂牌成立， 中广天择
总部、聚恒集团总部、绿地V谷国际社

区、芒果马栏山广场等建设进展顺利。
马栏山视频文创园获批国家文化和科
技融合示范基地，1至9月新增企业456
家，累计新注册落户企业627家。 长沙
国际铁路港二期、长沙新港三期、传化
智能物流公路港、 深国际等物流平台
加紧建设， 完成医疗物流税收4.6亿元，医
疗物流“四上”企业完成销售额149.86
亿元，同比增长10.35%。

开福区委书记曹再兴介绍， 全区
全年铺排重大项目203个、 投资333亿
元， 其中市级重大项目79个、 投资
177.2亿元， 1至9月市级重大项目预计
完成投资226.1亿元， 为年度计划的
127.6%。

开福区项目建设满堂红

精准扶贫在三湘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曾佰龙

10月11日， 在湘潭县办湘莲加工厂的王
华栋对记者说， 他当初认为企业就业扶贫会
有不少麻烦，但事实证明他是多虑了。

湘潭县劳动就业服务局局长姜淑斌说，
通过学习长沙园区建设经验，湘潭县推出“一
区（天易经开区）带多园”模式，青山桥镇建起
了皮鞋产业园，花石镇建起了湘莲产业园，梅
林桥、乌石等乡镇建起了农业创客园，许多中
小微企业进驻到乡镇园区后， 磁铁般吸纳当
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返乡就业、创业。

姜淑斌介绍，2018年底，湘潭县在一家食
品厂建起第一个扶贫车间， 当地政府给予一
次性场地建设补贴、物流补贴、以工代训补贴
和岗位补贴， 企业在缴纳社保时还给予社保

补贴。 见到政府“以补代奖”丰厚，企业参与就
业扶贫的积极性提高了， 一年不到建了32个
扶贫车间，吸纳贫困人员500多人就业。

王华栋也建起了扶贫车间。 他指着一角
的信息栏说：“这位是赵女士， 她有患病的丈
夫和公公，还有两个女儿要抚养，一家人全靠
她支撑着，太不容易了。 ”通过扶贫车间，王华
栋帮助了20多户贫困户。 青山桥皮鞋工业园
内，方达培的皮鞋厂设置了扶贫车间，员工正
在赶制一批广州客户的订单， 这个车间常年
设置扶贫岗位55个。

姜淑斌说，贫困户需要照顾老人、接送小
孩上学的，安排到皮鞋厂、湘莲厂、槟榔厂，工
资计件，时间自由；年老体弱的，企业照顾性
地安排些杂活； 没有技能不能满足岗位需求
的，劳动部门免费培训再上岗。 王华栋接过话

题：“老周就是这样的，他是空巢老人，家离厂
里远， 就干脆搬到厂里住， 我们免费提供食
宿。 ”当地政府和企业联手建立就业“磁场”，
共解决困难人员就业1100人。

如今，湘潭县扶贫的“磁吸效应”持续释
放。 位于湘潭县的银河农村电商创业园，整合
了“三通一达”物流公司，又打通农村物流“最
后一公里”，建起了162个“城乡惠”商贸物流
点。“城乡惠”物流点就像个“超级磁铁”，吸纳
当地的药糖、腐乳、猕猴桃、脐橙、茶油等特色
农产品“进城”，销售至全国各地，农户尤其是
贫困户不用再担心农产品滞销问题。“去年我
们通过电商平台，配合公司物流，帮助农户销
售了1万多公斤脐橙、2万多公斤砂糖橘，辣
椒、苦瓜、冬瓜等滞销农产品也销售了不少。 ”
银河农村电商创业园平台部经理李研说。

湘潭县就业扶贫释放“磁吸效应”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李永亮 通讯员
李仙蓉 谭雪平）今日，记者在株洲市消费扶贫主
题活动现场获悉， 该市大力推进的消费扶贫模
式， 在国务院扶贫办主办的2019年国家扶贫日
消费扶贫论坛上获得重点推介。

据介绍，早在2015年，株洲市为解决贫困
地区农产品滞销问题，首倡“购买贫困地区产
品就是扶贫”的理念，通过近年来不断探索创
新，已形成“四大四升级”模式，即依托大企

业， 打造一批有较强能力和实力的消费扶贫
企业，升级运作主体，实现由政府主推向市场
运作转变；运用大数据，建立贫困地区产品供
应、消费扶贫企业需求、消费扶贫对接三大数
据库，升级管理模式，实现由松散管理向大数
据管理转变；推行大激励，通过对参与消费扶
贫的企业实施招投标加分，给予政策、项目倾
斜等奖励，升级政策支持，实现爱心倡导向有
效激励转变；实施大链接，升级带动效应，实现

销售产品向带动产业转变。 目前，该市参与消
费扶贫的企事业单位1000多家， 参与的工会
会员、学生50余万人，累计消费贫困地区产品
达4亿多元。

活动现场， 株洲市又有44家企业认购贫
困地区产品8034万元。 株洲市委书记毛腾飞
表示，将进一步完善、总结和推广消费扶贫的
新做法，推动消费与扶贫积极互动，确保取得
更大成效。

消费扶贫“株洲经验”获全国推介

岳阳市“四进四送”精准就业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