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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5月 10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刘澜）5月9日，记者
走进湘潭高新区金荣湘潭国际工业
园，见一辆辆工程运输车川流不息，
一栋栋厂房“拔节生长”，曾经的黄
泥地，如今已开出一条宽阔的主干
道。该项目施工方负责人介绍，他们
正日夜加班赶工期，确保这个产城融
合智慧工业园今年 10 月交付使用。
在抢抓施工进度的同时，湘潭高新区
协助金荣集团多次奔赴粤港澳大湾区
开展二次招商，力争实现项目建成企
业即可入驻、达效。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带来的不利影
响，湘潭高新区以产业项目建设年为抓
手，坚持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双轮驱

动”，掀起“奋战一百天、实现双过半”高
潮。今年前4个月，该园区累计开工建设
项目28个，投资总额23.14亿元；累计签约
项目5个，投资总额4.2亿元。

湘潭高新区负责人介绍，为推动项目
建设，他们自我加压，定下项目“当年签
约、当年建设、一年投产”目标。为此，园
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实行审批服
务“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一次办”，行
政审批事项网上可办率达75%，办结率达
100%。同时，工管委班子成员下沉一线，

“一对一”联系在建项目，对重点项目实施
周调度、月讲评，80%以上问题得到有效解
决，其余问题正按计划推进。

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招商引
资中，湘潭高新区聚焦机器人、新能源装

备、精品钢材深加工、“5G+大数据”4条产
业链，突出高科技项目（企业）、高层次科
技人才、高水平科研机构和高标准服务机
构4大方向，锁定“小巨人”“隐形冠军”“瞪
羚”“独角兽”4类企业精准招商。同时，建
立高科技项目、高层次科技人才、高水平
科研机构、高标准服务机构4个招商目标
库，针对目标库中对接的具体项目，建立
对应的4个项目跟进库，根据对接深度对
项目实行星级管理，确保5星项目一周一
对接，3星项目一月一对接。

湘潭高新区负责人表示，将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狠抓招商引资，力争全年引进科
技创新类项目20个，引进产学研合作创新
基地2个，引进建设重点实验室1家，让中
部“智造谷”名片更加夺目。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严万
达 通讯员 骆力军 单明海）5月8日，烈
日当头，位于宁远县的永州东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项目建设正抢抓工期，力争
今年9月底投产生效。该项目建成后年处
理生活垃圾22万吨、发电7200万度，造福
宁远、新田、蓝山3县群众。

今年虽受疫情影响，但宁远县牢牢把
握高质量发展主动权，各重点项目建设工
地热气腾腾、干劲冲天，重点项目建设基
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

针对疫情冲击和影响，宁远县强化“六
稳”举措，大力实施产业强链、园区强基等

工程。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安排重点项目
172个，年度投资计划212亿元，并充实基础
设施、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领域
项目储备；狠抓项目（企业）复工复产，将每
个重点项目压实到县级领导、责任单位、责
任人，出台防疫物资、金融服务、项目审批、
用工等8条支持配套政策，打通重大项目审
批绿色通道；加速推进园区平台建设，设立
产业扶持资金4亿元，安排信贷风险保障金
1000 万元，完成光电智能终端产业园 C 区
3 栋标准厂房7万平方米。

该县围绕产业链招商、补短板强弱项，
积聚发展新动能。4 月 28 日，总投资 24.31

亿元的湖南钇通鞋业、CNC数控加工智能锁
制造、总投资 7.46 亿元的光电触控显示、易
崎自动化设备等6个项目集中开工、签约。

据了解，今年1月至4月，宁远县重点项目
开复工156个，完成投资56.6亿元，开复工率
和投资完成率较去年同期分别提高6.1、5.9个
百分点。31个市重点项目开复工30个，完成
投资17.9亿元，项目推进进度居全市前列。

长沙市城市节约用水
宣传周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上
午，2020年长沙市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活动启
动仪式在南托水厂拉开序幕。今天起至16日，
长沙市将举办2020年节水宣传周系列活动，推
进长沙市节水型城市建设，营造全民节水、惜
水、亲水的良好氛围。

今年节水宣传周活动主题为“养成节水好
习惯，树立绿色新风尚”。活动当天，对8个节
水创建获奖单位进行了现场授牌，活动代表参
观了制水工艺流程、节水知识宣传区、节水主
题大赛作品展区，部分代表参与了节水主题
绘画涂鸦活动。

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长
沙市3个制水厂、2个净水厂一并对外开放，
同步开展供水分公司进社区服务活动。除
了线上节水主题征文、绘画、书法活动外，还
将陆续推出节水主题“节水及水质知识专家
网络讲座直播”“水质检测服务进家庭”等系
列活动，呼吁广大市民做好“护水卫士”，节
约水资源，共创美好家园。

省住建厅副厅长易小林充分肯定了长
沙市在城市节水工作取得的工作成效。他
说，长沙市要进一步加强城市节约用水宣
传引导，加大城市节水设施建设力度，加
快节水型城市创建步伐，确保 2020 年通
过省节水型城市验收，2022 年创建成为
国家节水型城市。

省内医护人员
张家界公益行活动启动

首批 200余人免费
游览张家界

湖南日报 5 月 10 日讯（记者
宁奎 通讯员 吴勇兵 龚素禾）“清心
又洗肺，休闲又健康。”5 月 10 日，在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来自新化县的乡
村医生张仁志一边拍摄云雾缭绕的
美景，一边连声赞叹。

8 日至 10 日，省内医护人员张
家界公益行活动启动，首批来自娄
底市的200余名医护人员在通过实
名登记、扫健康码、体温检测等严格
防控措施后，免费游览了张家界国
家森林公园、张家界大峡谷景区，
黄石寨索道、百龙天梯、环保客运、
天子山索道、张家界世界地质公园
博物馆等相关旅游企业为他们开
通了免费绿色通道，让医护人员在
张家界感受轻松舒适的旅程。

各旅游景区与企业纷纷打出
横幅向医护人员致敬，游客与当地
市民竖起大拇指，欢迎他们的到
来，医护人员一一挥手致敬。“‘疫’
往情深，感恩抗疫勇士！”当地居民
吴俊霖在景区偶遇这群“白衣天
使”，与他们合影留念，并“晒”在朋友
圈，引来无数点赞。

据了解，这批医护人员是张家界
接待的国内首个医护团队，第二批邵阳
医护人员免费公益旅行活动也将在本
月中旬开展，预计参与人数达到 300
人。今年2月，张家界市宣布至今年年
底，全市所有景区及景区内交通工具共
计27家单位对全国医护人员实行免票。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唐敏）5 月 9 日上午，长沙市天
心区雅礼融城学校、长郡外国语第一附
属小学正式挂牌。这标志着天心区在优
化资源配置、高水平推进基础教育整体
高位均衡发展有了实质性突破，优质教
育资源继续“扩张升级”。

其中，雅礼融城学校（原披塘中学）
是由天心区人民政府与雅礼中学合作
办学，携手打造的一所高起点、高品位、
高标准的现代化公办学校。该学校目前
有10个教学班，办学总规模为60个教
学班。长郡外国语第一附属小学（原黑
石小学）毗邻省府，现有11个教学班。
雅礼融城学校加盟雅礼集团后，该校

的教育教学等业务管理纳入长沙市雅
礼中学所属的学校管理系统；雅礼中学
委派优秀骨干教师及管理人员到该校
担任教师及行政管理干部。长郡外国语
第一附属小学挂牌后，将与长郡外国语
实验中学在资源共享、课程对接、教师
培养等方面实现强强联手，让孩子们享
受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近几年来，天心区将教育作为最重要
的民生来抓，先后引进了雅礼中学、长郡
中学、明德中学、长沙市一中等名校品牌，
实现了教育资源总量、质量双提升。目前，
天心区拥有区属中小学55所，已有9所与
雅礼、长郡、明德三大教育集团“联姻”，集
团化办学覆盖学校、幼儿园14所。

交通局扶贫“办”教育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龚茶林 张香贵

5 月 8 日早上，平江县南江镇百合村
上坪学校教师陈玲惊喜地发现，校园里刚
栽不久的卉木已然开花，散发着淡淡的芬
芳。“县交通局送我们的绿化苗开花啦！”这
一消息在校园不胫而走。

2016年9月，平江县交通局负责南江镇
百合村驻村帮扶。走访时，局长吴尚勇得知上
坪学校办学条件不好，师生流动比较频繁。平
江县交通局召开局党组会，提出“扶贫先扶志，
教育要先行，一定要加大教育扶贫力度”。

2017年3月10日，县交通局邀请县教育
局、南江镇镇政府等6家单位负责人，在百合
村专题研究上坪学校改扩建工作。教育局争
取专项资金220万元，交通局出资55万元实
施三通一平。工程于2018年12月竣工。

校长陈巨军介绍，新校舍建成后，教育局
和交通局一起为学校完善配套设施。老师们
开心教学，安心住校，质量稳步提升。

“县交通局很关心老师。有一次，我老家失
火，交通局领导特意安排干部跑到我老家慰
问。”陈玲回忆，“交通局领导还自掏腰包给学生
买衣服。”

交通局驻百合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吴易平介
绍，近年来，村里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弟就读，除了
享受国家政策资助，交通局还翻倍配套。吴尚勇
的帮扶对象中有4名孩子就读，每次上门他都要给
每位孩子400至600元钱买学习和生活用品。从
2018年开始，交通局每年拨付10万元，支持百合
村成立教育基金会，建立长远助学帮扶机制。

陈巨军说:“学校能有今天的发展，除了教育主管部
门和地方党政领导重视外，也与交通局的支持分不开。”

南山国家公园发现大面积
华南五针松天然群落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阳望春 肖辉贵）记者今天从南山国家公园管理
局获悉，该局林业技术人员近日在公园里进行
自然资源调查时，发现大面积集中连片华南五
针松天然古树群落。这是迄今为止在湘西南地
区发现的面积最广、株数最多的华南五针松天
然古树群落，在湖南范围内也属罕见。

5月5日，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林业技术人
员深入开展自然资源调查时，在海拔1100米至
1490米的崇山峻岭和人迹罕至的悬崖绝壁，发
现了这个大面积集中连片的华南五针松天然古
树群落，其中最大一株胸径65厘米、高约13米。

华南五针松为松科松属裸子植物，是第四世
纪冰川后遗留下来的活化石，在欧美大陆已全部
灭绝，仅在我国华南局部区域残存，但种源稀少。
其树干挺直、树姿雄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

据南山国家公园管理局自然资源管理处副
处长、林业高级工程师杨相伦介绍，经实地勘查
与调绘，该群落分布面积达110公顷，华南五针
松株数达3.5万株以上。这一发现为南山国家
公园进一步加强研究和保护珍稀野生动植物提
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湖南日报5月10日讯（通讯员 吴辉兵
刘晓聪 记者 李文峰）攸县近日举行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志愿服务积分礼遇
褒奖启动仪式，对广大志愿服务者以

“礼”待之。
当天，攸县网岭镇青年志愿服务

队队员高阳到该县志愿服务礼遇褒
奖点——县城中央花园小区超市，
出示“悠悠我行”文明实践 APP 志
愿服务积分卡，享受积分兑换物品
的礼遇，一种认同感、获得感、幸福
感顿时写在脸上。

据了解，该县推行的志愿积分
礼遇褒奖制度，采取项目实践积
分和个人实践积分相结合方式，
激励、推动广大群众成为志愿服
务的主力军。其中，个人实践积

分涉及服务、捐赠、荣誉、事迹、学习5
大类别、9个方面内容，志愿服务者可
以通过公益服务、专业服务、扶贫帮
困、捐款赠物、拾金不昧、无偿献血、见
义勇为等进行志愿服务积分。比如

“学习强国”积分达到一定分值，也将
被折算成志愿服务个人实践积分。个
人实践积分除了可以进行实物兑换
外，还可享受下一年度免费乘坐公交
车、免费看电影、县内景区免门票、县
内医院免费体检等待遇，同时在就医
就业就学等方面给予相关优待和荣
誉。

目前，攸县已建立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点四级机构，组建500
多支志愿服务队，注册志愿者 13584
人。

抢鲜上市 力促增收
5月10日，道县四马桥镇华山村，党员志愿者在帮种植大户装

运西瓜。时下正是西瓜上市的时节，该镇组织党员志愿者一起协助
农户及时采摘西瓜，抢鲜上市，力促增产增收。近年，道县积极推行

“一镇一产，一村一品”和以“专业合作社+贫困农户”模式，发展果蔬
菌等经济型农业产业，助农增收。 蒋克青 朱号荣 摄影报道

项目建设与招商引资齐驱动
今年前4个月累计开工项目28个，签约项目5个

湘潭高新区

项目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
31个市重点项目开复工30个，完成投资17.9亿元

宁远

长沙天心区加速与名校“联姻”

您为我们抗疫
我为你们疗伤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耀

年初，随着疫情管控升级，湖南省女子监狱
的警官们从大年初二就与家人分离，连续值班

“陪伴”犯人61天方才解禁。近日，正在接受长
沙市中医康复医院免费做针灸、按摩的周婵警
官幽默风趣地说，这次陪伴坐牢的时间破了纪
录，2003年的非典我们都没“关”这么久。

湖南省女子监狱严格执行抗疫工作管理制
度，两个多月抗疫隔离期间,狱警们全部在岗值
班，确保监狱这个人群密集场所无人员流动，无
新冠疫情流入。但这么长时间的高度紧张工
作，也让狱警们腰椎、颈椎病频发，急需缓解病
情。为了给抗疫战士们最实际的关怀，长沙市
中医康复医院与长沙市慈善基金会合作，4 月
份起推出“特别的爱给特别的您”关爱抗疫人员
康复公益项目，为抗疫人员开展中医慢病康复
治疗活动。目前，湖南省女子监狱已有十余名
狱警在医院接受免费医疗。

截至目前，还有湘雅二医院发热门诊医护
人员、社区工作者、保洁阿姨等20余名基层抗
疫工作人员在该院得到了免费治疗。李燕平院
长表示：长沙市中医康复医院的医生护士虽然
不能亲赴抗疫一线救治病人，但也想用实际行
动为大家献爱心、作奉献，此次医院全体员工捐
款3万余元，先期启动了该活动。

攸县推行文明实践礼遇褒奖

荒地披绿装
矿山转型忙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龚雅丽 通讯员 王万超

5月6日清晨，涟源市斗笠山镇禾管村党支部
第一书记张旭昶冒着绵绵细雨，来到村里油茶林
基地，查看油茶生长情况。

斗笠山镇曾是涟源最大的产煤乡镇，高峰期
有100多家煤矿。近年来，通过产业转型，该镇
将煤矿淘汰整合至1家，并着力发展油茶、柑橘等
绿色产业。禾管村 260 亩油茶林基地，正是该镇
探索推动绿色发展的“试验田”。

今年3月，涟源市启动脱贫攻坚“挂牌督战”
和“百日攻坚”行动，将非贫困村禾管村纳入督
战范围，并派涟源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干部
张旭昶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旭昶坦言：“虽
然是非贫困村，但村里集体经济薄弱、基础较
差，群众期盼很高，感到压力很大。”张旭昶将多
年无人打理的油茶林作为突破口，带领村里干部
群众对油茶林进行培育，使之成为增收新产业。

张旭昶介绍，村里 260 亩油茶林本是镇里帮
助群众在荒山上打造的产业，但因土地流转问
题，矛盾很多。张旭昶接过这块“烫手山芋”，积
极化解矛盾，寻找合适的经营主体。

“基层许多矛盾是因为与群众沟通少造成
的。”张旭昶发挥脚力、嘴力，将办公室搬进群众
堂屋、院落、田间地头，与群众促膝长谈，逐步
增进理解、消除顾虑。

4月15日，颜家组吴子彪家的堂屋里热闹非
凡，村民们围坐一起，以“屋场会”形式讨论油
茶林土地流转和经营主体问题。“产业摆在这里，
管护好就会有收益，还能增加就业，对大家都是
好事；如果继续僵持，吃亏的还是大家。”张旭昶
的话引起村民共鸣，并迅速确定了解决方案。

为帮助村民稳定脱贫致富，张旭昶找种粮大
户吴子彪商量：“村里还有100亩荒地，你种粮技
术好，要不交给你种？土地流转、资金等问题我
来想办法。”

在张旭昶帮助下，100亩荒地快速流转，村民
们在获取租金的同时还能务工赚钱，吴子彪也将
种粮规模扩大至280余亩。

“这 100 亩地，我全部种上双季稻。”5 月 6
日，吴子彪站在插上了秧苗的田边，笑着说。

杂乱的油茶林变身产业基地，荒废的土地重
新种上庄稼，禾管村焕发新的生机。

小额信贷 助农增收
5月7日晚，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村民谭勇在捕

捞小龙虾。2018年，他通过小额信贷贷款15万元，发展108亩水塘
养殖小龙虾，今年有望实现小龙虾产量达1万余公斤。近年，该村40

余户村民通过小额信贷，发展养殖、种植产业，有效地增加了收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滕珊珊 摄影报道

捐赠鱼苗助脱贫
5月10日，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将4万尾稻花鱼

苗装车。该研究所在涟源市古塘乡申家村为村民提供养鱼技术指导，当天
又捐赠鱼苗给村民，助力贫困户脱贫增收。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