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牌县 大干交通发展经济
1至9月全县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

坚持“四个不摘” 持续精准帮扶

洪江区 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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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林振林
龙俐君）“我种的8亩金秋梨今年收入3万来元，这是
扶贫工作队持续帮扶的结果。”10月22日，怀化市洪
江区桂花园乡堆边村脱贫户袁光才盘点金秋梨收
入，喜上眉梢。

2014年，袁光才被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扶贫
工作队得知他有种植金秋梨的技术，为他请来农业
技术专家，量身设计帮扶“菜单”。在专家指导下，袁
光才种的金秋梨品相好，汁多味甜。 2016年袁光才
脱贫后，扶贫工作队仍紧盯不放，帮他解决销售等
问题。

2016年， 洪江区在全省率先实现整区脱贫摘

帽。2017年以来，该区坚持“四个不摘”（摘帽不摘责
任、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监管），
持续深化精准帮扶，推动巩固提升脱贫成果。 区里
整合涉农资金1.6亿元， 继续聚焦农村薄弱地区和
关键领域，全面实施整村推进提升工程。完成4个脱
贫村农网改造，全区2乡15个村（社区）4G信号覆盖
率、光纤通达率均达100%，15个村（社区）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卫生室、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实现全覆盖，
并有6个村成功创建为秀美村庄示范村。

洪江区还坚持把发展产业作为实现可持续脱
贫的重要途径，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带动脱贫群众
稳定增收。 2017至2018年，该区先后投入资金700

万元用于南竹低改，成功走出一条“龙头企业带动、
特色产业增收、双方互利共赢”的产业扶贫引领之
路。 今年，该区继续完善“四跟四走”产业扶贫机制，
建立健全“党支部+合作社+公司+贫困户”利益联
结机制，确保“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产业帮扶”，
7个脱贫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10万元。

�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唐俊
崔晓云 王红艳）10月25日，在地处大山深处的双牌
县上梧江瑶族乡蒋家田村“双牌虎爪姜”收购点，人
们忙着过秤、付款，笑声爽朗。村里种植大户潘春生
介绍，6年前，因为交通不便，虎爪姜常常烂在地里
无人问津。 现在，虎爪姜两天内可运到全国大部分
城市，销售均价达每公斤14元。

双牌县农林等资源丰富，但“看到屋走到哭”，交通
不畅，大山“紧锁”，严重影响经济发展。 2013年以来，该
县实施交通大提速工程，全力打通交通死角。 207国道

双牌段始建于1965年，受当时资金、技术限制，通行能
力差。 为此，双牌县全力推进207国道双牌段改造。 目
前，改造顺利完工，并使双牌县城至永州市中心城区车
程缩短至半小时，双牌至广州、长沙、桂林车程均在3小
时左右。

双牌县还多方筹集资金， 加快农村公路建
设。 2016年，该县打鼓坪乡至理家坪乡公路开工
建设。 2017年，实施茶林镇至阳明山国家森林公
园公路改扩建工程。 2017年，全县完成农村公路
窄改宽77公里、 生命安全防护工程101公里。 去

年，全部打通城区断头路，并建设农村公路400公
里。 双牌县成为永州市第一批实现行政村100%
通畅的县。

交通便捷了， 双牌县大山里的资源很快转化为发
展优势。 阳明山景区、桐子坳村、国际慢城景区、坦田村
等处，迅速成为旅游热点。 中国企业500强之一的新奥
能源等企业纷纷在双牌投资建厂。 今年1至9月，双牌县
规模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 全县接待游客562.2万
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7.8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0.6%、24.9%。

�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成俊峰） 昨天， 衡阳市岳屏公园美
术馆内人流如织， 黄先通书法作品
展在此举行。 来自省内外数百名书
法家、 书法爱好者汇聚一堂， 欣赏

展出的黄先通的60余幅书法作品。
黄先通先生今年80岁， 退休前

在衡阳市从事教育工作， 现为一级
书法家， 中国当代书画名家协会理
事、 湖南省书法家协会大学生书法

联合会顾问、 湖南书法网艺术顾
问， 曾出版 《黄先通书法艺术集》
等。

“黄先生的书体表现形式多变，
时而雍容，时而回荡，令人叫绝……”
前来观展的中国美协会员虞明感慨
道。

常德与高校“联姻”
聘任32名优秀年轻人才

为“科创助理”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袁勇军) 近日，常德市与湖南文理学院合作，由该
院选派32名优秀年轻人才， 到市直相关单位和园
区担任“科创助理”，参与所在单位决策咨询、科技
指导、项目服务等工作。

此次选派的青年人才，大多为学校“80后”“90后”
教师、副教授，均拥有博士或硕士学位，研究专业涵盖
农学、机械、材料、环保、交通、旅游、文史等多个领域。
他们将被派驻常德市发改委、市科技局、市农业农村
局、常德经开区、常德高新区等20家单位任职。

据常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派驻工作
为期1年。“科创助理”到派驻单位后，将作为单位领
导班子和主要负责人的专业助手， 由各单位安排参
与专项工作，参加相关活动，承担专业咨询。

�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左亚军 唐一平）10
月26日， 永州市2020年引进人才
暨园区人才、 基层人才专场招聘
会在湖南农业大学举行。 同时，安
排了3个引才小组， 分赴广州、武
汉、北京等地高校，举办现场宣讲
会，招贤纳士。

近年来，永州加快推进“开放
兴市、产业强市”，深入实施人才
强市战略，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
制改革。 今年7月，又专门制定系

列人才引进新政，打破户籍、地域、
身份、学历、人事关系等制约，形成
全方位引才、聚才、育才、用才的政
策导向。

据悉， 永州此次共拿出2500
余个岗位， 重点引进高层次人才、
园区人才、教育人才、农业技术人
才、 乡村治理人才等急需紧缺专
业人才，并给予工资待遇、生活补
贴、岗位聘用、科研支持、住房保
障、公共保障、优化服务等政策支
持。

永州2500余岗位虚席以待

�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通讯员
熊龙英 见习记者 彭婷)昨天，第十
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专
场报告会在湖南工程学院举行。

省社会科学界学术年会是我
省社科界一个重要的高层次学术
交流平台。 第十届年会以“礼赞新
中国·奋进新时代·建设新湖南”
为主题，设1个主场和4个专场。 湖
南工程学院这次承办的专场报告

会以“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湖南产
业转型升级”为主题，旨在进一步
推进湖南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全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和智力支持。

报告会上，湖南工商大学荣誉
一级教授柳思维、湖南大学工商管
理学院院长马超群，分别以“我国
宏观经济走势”“金融贸易风险”为
主题，发表了主旨演讲。

社科专家探讨湖南产业转型升级

� � � �湖南日报10月27日讯 （记者
戴鹏 通讯员 张弥郁）10月27日，
北京汽车株洲分公司成立10周年
暨第100万辆整车下线仪式举行。
今后， 北汽集团将深入推动与湖
南、株洲、株洲高新区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合作，全力打造国内最
大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2009年， 北汽集团与株洲携
手开启株洲汽车产业新篇章———
北汽控股南方生产基地落户株洲
高新区。 10年来，北汽株洲分公司
先后建成两个现代化工厂，总投资
近100亿元，一跃成为北汽制造中
坚，结出了“京湘合作”硕果，总产
值连年跃升，预计今年可达650亿
元；新能源车占比约70%，成为全

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 如
今，北汽株洲分公司已成为北汽集
团产能最大、产品最丰富、工艺最
先进、智造水平最高的自主品牌基
地。

据介绍， 北汽集团将把株洲分
公司升级为拥有包括整车制造、设
计研发、电机电控、动力电池和电池
材料、新能源汽车检测、汽车后市场
服务等较为完备产业链功能的“汽
车产业园”。 北汽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徐和谊表示，湖南、株洲是包容
开放之地、产业腾飞之地，北汽集团
将充分把握株洲中国动力谷建设和
湖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遇， 以更
完备的产业链， 助力当地汽车产业
取得更大成就。

北汽株洲分公司
第100万辆整车下线

黄先通书法作品展在衡阳举行

� � � � 10月25日， 道县工业
集中区厂房内，来自贫困村
的村民在加工运动鞋。 近
年，该县建立健全县、乡、村
三级劳务协作服务网络，架
起贫困劳动力与用工单位
的桥梁，助力贫困劳动力转
移就业，促进脱贫增收。

蒋克青 欧阳杰军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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