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8日讯（记者 刘勇 通
讯员 邹篷 ）“武陵山区茶农的笑容 ，
如冬天的阳光 ，绽放在脸上 ，温暖在
心里。 ”作为长沙市首批创业导师，名
望黑茶创办人袁浩16日与青年学子
杨怡结成“对子”，帮扶创业，复制、推
广“名望模式”，带动山区茶农致富。

中南大学在读博士生杨怡，在中
南大学创业办 、 长沙市创业办支持
下，于2009年组建湘西保靖黄金茶项
目团队 ，自筹资金50万元 ，成立长沙
雅逸茶叶有限公司 ， 成功申请团省
委、长沙市的专项创业资金扶助。 至
今，公司在保靖领办3个合作社，签约
茶园基地2000多亩，今年预计销售额
过100万元。 前不久，杨怡参加长沙市
委、 市政府主办的 “创业大本营”活
动， 获得创业导师袁浩的贴身指导，
对“名望模式”高度认同。

所谓 “名望模式 ”，就是绿茶 、红
茶、黑茶产品系列化 ，延长茶园采摘
期，助茶农增收 ；公司与茶农结成利
益共同体 ，利润返还 ，产业链环环增
效。 这几年，名望黑茶公司选择新化
天门、奉家等地的高山优质茶叶为原
料，春茶加工银针、梅山毛尖，夏秋茶
制作红茶 、黑茶 ，变过去只采春茶为
春、夏、秋三季采茶，茶农每亩茶园增
收2500多元。 公司聘请高级制茶师，
完善加工 、包装标准 ，订单营销不愁
卖，每公斤小包装茶均价1万元。 公司
利润返还，年让利茶农300多万元。

新化与保靖都属武陵山区，一个
梅山毛尖 ，一个黄金茶 ，都是名优绿
茶，产量都有限，深度开发潜力大。 袁
浩介绍，“手牵手，一加一”，帮扶杨怡
的雅逸茶叶有限公司 ，复制推广 “名
望模式”，将带动更多山区茶农致富。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黄军平 洪志逸） 近日，衡
阳县国土资源部门将非法开采煤
矸石等10余名涉嫌违法犯罪人员，
移送当地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此前
不久，该县出动100余名执法人员，
对3个非法采矿区的工棚进行了强
制拆除，查封了2处洞采井口。

近年来，衡阳县致力建立矿产
资源有序开发长效机制。 县政府将
整顿矿产资源开发的成效作为考
核国土资源部门的一项重要指标，
实行“一票否决”。 县国土资源部门

将责任分解到每个领导和每个干
部头上。 全县还建立了公安、国土
资源、安监、环保、电力等部门联合
执法机制，并将全县矿产资源分成
3类建立台账， 以便及时发现问题
进行整改。 同时，派出40多名干部
深入一线调查， 找出存在的5大类
问题 ，并按照 “一个矿区 、一个方
案 、一个班子 、一名领导 、一抓到
底 ”的要求 ，打击处理到位 。 今年
来 ，已取缔非法采矿点13个 、非法
探矿点2个， 全县非法采矿现象得
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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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5℃～11℃
湘潭市 多云 6℃～11℃

张家界 多云 6℃～ 9℃
吉首市 阴 5℃～10℃
岳阳市 多云 6℃～10℃

常德市 阴转阵雨 6℃～11℃
益阳市 多云 5℃～11℃

怀化市 多云 5℃～11℃
娄底市 多云 5℃～11℃

衡阳市 多云 7℃～12℃
郴州市 晴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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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 多云 5℃～12℃
永州市 多云 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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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
今天到明天，多云
北风 ２～３ 级 3℃～11℃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冒蕞 通讯员 谢青海 余雄） 到12月
中旬，邵阳市双清区自愿报名参加区
文化艺术中心免费舞蹈 、音乐 、美术
培训的市民已达200多人。 区文体局
局长李巍告诉记者，开展免费文艺培
训是区里文化惠民举措之一，既活跃
了群众文化生活，又培养了繁荣基层
文化的“种子选手”，很受欢迎。

近3年来， 该区大力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 ，统筹城乡文化发展 ，倾力建
设区 、乡 （街道 ）、村 （社区 ）三级公共
文化体系。 区政府划拨一所学校给文
化部门，并拨款140余万元，建成区文
化馆和区图书馆； 支持建设6个乡镇
综合文化站， 给3个街道办事处和12
个社区分别按60万元、36万元标准配
置文化设备，投资20万元为渡头桥镇
建邵阳市首个农民健身广场；全面实
施农家书屋工程，已在32个村建立农

家书屋，并建成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17个。

对现有文化场所，双清区尽可能
实行免费开放。 今年8月，区政府全额
出资租赁雍翠乒乓球俱乐部，对群众
免费开放。 10月，区文化馆、图书馆向
公众开放 ，借阅图书 、艺术培训全免
费。 同时，区内各单位文体活动场所
也尽可能向公众免费开放，变一家所
有为全民共享。

双清区还采取 “政府搭台 、群众
唱戏”方式，组织群众文化活动，扶持
民间文艺团体。 一年一度的新春文艺
晚会、乒乓球赛、书法诗词笔会、社区
文艺调演等活动已坚持多年，并打造
了定期举办的 “邵水河音乐之夜 ”、
“水府论坛”、“双清笔会”等新的地方
文化品牌。 近3年来，全区举办各类群
众文体活动130多场次，参与者近10万
人次。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何顺 李新春 ） 最近一段 ，
罹患鼻咽癌的祁阳县大村甸镇中心
学校刘安民老师心情轻松多了 。 县
里将他列为 “爱烛行动 ” 的资助对
象 ， 不仅连续3次资助他治疗费用 ，
还主动联系志愿者 ， 每月定期到他
家中进行义诊 。 深入开展 “爱烛行
动” , “做一个幸福的教育人” 已成
为该县教育响亮的名片之一。

近年来， 祁阳开展以推进教师健
康工程、搭建教师成长平台、实施暖心
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爱烛行动”，教师
幸福指数节节攀升。 该县将教师的健
康体检纳入财政预算， 每两年对全县
教职员工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并为每
位教职员工建立健康档案， 实行分类
分项跟踪服务。 把“培训学习”作为最
好的福利送给教师 ， 县里每年选送
3000人次参加国家、省、市、县组织的

各类教师培训，提升教师专业技能；开
设“祁阳教育讲坛”，加入“区域课改共
同体”，强力打造高效课堂，切实减轻
师生负担，充分发挥师生个性特长。

县里每年面向全县公开选聘中
小学校长 ，170余名优秀教师因此走
上学校领导岗位 ，300余名教师通过
“上挂下靠”， 实现了城镇与乡村、名
校与缺编薄弱学校之间的良性交流
与循环。 该县近3年共投入3.9亿元，确

保教师政策性津补贴、福利待遇与公
务员同安排、 同标准并优先发放，还
特别为农村偏远学校教师发放了每
月260元的生活补助；每年落实“政府
教育奖励基金”100万元，每两年对全
县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名
校长”、“名教师” 等有功之臣进行重
奖。 来自江西九江的特岗教师王倩倩
感慨地说 ：“在祁阳工作了一年多时
间，处处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段云
行 通讯员 谢立松 李志雄 刘颂
聪）12月14日，冷水江市召开“强观
念、提技能 、进基层 、惠民生 ”活动
动员大会，再次鼓励党员干部把办
公室搬到基层，统筹安排进农村走
访 、入农户居住 、驻村联系困难群
众及下基层劳动，确保市级领导和
市直机关班子成员每年下基层调
研不少于90天，每名党员干部平均
驻村开展工作时间不少于50天。

为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 冷水
江市委决定在全市党员干部中深入
开展“强观念、提技能、进基层、惠民
生”主题活动，建立健全了“一年一
册”、“一季一题”、“一月一访”、“一
周一驻”、“一人一技”、“一事一记”
等六项长效机制。 制度规定， 完善

“一年一册” 群众观念学习教育机
制， 对党员干部扎实开展群众观念
集中学习教育活动； 健全 “一季一
题”领导干部调查研究机制，每个季
度确定一个调研课题；健全“一月一
访”疑难信访问题处置机制，把接访
下访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积极举
措；健全“一周一驻”机关干部进村
入户机制，组织党员干部进基层、进
农村、进农户，与村（居）民同吃、同
住、同劳动；健全“一人一技”乡镇干
部业务学习机制， 通过1－2年的努
力，使每名乡镇干部熟练掌握1－2门
农村实用技术技能； 健全 “一事一
记” 社情民意动态管理机制， 各部
门、各单位向驻点联系、帮扶村发放
单位民情联系卡，建立“一事一记”
社情民意动态管理机制。

让城乡百姓充分享受公共文化阳光雨露

双清区文化惠民工程受欢迎

推进健康工程 搭建成长平台

祁阳“爱烛行动”温暖教师心

12月17日， 吉首市己略乡龙舞村苗家农民石六香在用新近开通的自来水
洗菜。 近年来， 该乡加强自来水、 公路、 沼气池、 改水改厕等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 使农村人居环境和生产环境明显改善。 姚方 摄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朱章安
通讯员 侯云驰）12月16日，深圳市金
冠诚科技有限公司与衡东工业园管
委会正式签约，成为首家登陆衡东县
的富士康核心配套企业。

今年11月 ， 衡东县在深圳举办
“富士康” 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商说明
会 ， 随后 “富士康 ” 组织48家核心
配套企业分两批前往衡东县考察 、
洽谈 。 衡东县举全县之力做好对接
“富士康” 核心配套企业的一切准备
工作 。 在衡东工业园建设一个面积
达3000亩以上的 “园中园”， 并计划
投资3亿元完善衡东工业园的生产 、

生活配套设施 。 12月 ， 该县还派出
一个专门班子前往深圳 ， 为 “富士
康 ” 核心配套企业前来衡东兴业牵
线搭桥。

“金冠诚 ”是 “富士康 ”的核心合
作伙伴之一，已连续8年为 “富士康 ”
提供优质五金配套。 此次选择衡东，
“金冠诚” 负责人表示是经过深入考
察和深思熟虑的，衡东工业园相距富
士康落户的衡阳市白沙洲工业园只
有10几分钟车程，交通便利。 衡东的
经济发展环境也很优越。 据悉，目前
有意落户衡东的 “富士康 ”核心配套
企业已超过10家。

首家富士康核心配套企业落户衡东

复制“名望模式”
带动武陵山区茶农致富

冷水江：

党员干部驻村时间不少于50天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李文
峰 通讯员 谭志红）株洲市第八中
学在创先争优中始终坚持为师生、
为家长、为社会服务的“三为”服务
创争价值取向 ，深入开展 “三亮三
比三争创”活动，成效显著，近日作
为我省中学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唯
一报送典型，被国家教育部创先争
优办公室面向全国大力推介。

该校秉持“办人民满意学校”宗
旨，始终以“三亮三比三争创”为载
体，着力强队伍、铸品牌、树形象，为
广大师生、 家长和社会积极提供便

捷、高效、优质的教育服务。 “三亮”
即亮身份、亮承诺、亮形象；“三比”
即比学习、 比业务、 比贡献；“三争
创”即争创满意科室组、争创工作品
牌、 争当党员标兵。 随着活动的开
展，学校一批党员成为榜样、表率、
标兵，一批科室、年级组、教研组、备
课组成为先锋示范岗， 一批特色教
育改革项目得到上级和社会的认可
与赞誉。 该校今年先后获得全国艺
术教育、 体育教育先进单位等20多
项国家、省市级荣誉。 目前，该校正
乘势而上创建国家级特色高中。

株洲市八中创先争优作法全国推介

本报12月18日讯 （记者 周勇
军 李寒露 通讯员 郑明享 周唐
皇）今天，来自湖南大学、国防科技
大学等高校和有关研究院所的专
家 、学者 ，与常德市光能科技有限
公司、湖南三升光电有限公司等电
子信息企业的负责人，在国家级常
德经开区共同签约组建成立“产学
研结合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新成立的这个电子信息产业
产学研联盟，将围绕电子信息产业
链，充分发挥联盟各成员单位的优
势，通过开展全方位产学研结合创

新合作，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利用，
全面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核
心竞争力。 联盟目前由5所大学及
科研院所和12家电子信息企业组
成， 在进一步吸纳新成员的同时，
联盟还将定期邀请相关院士 、教
授 、专家等来湘 ，就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的最新成就开展学术交流。 在
当天的签约仪式上 ，拥有 “中国光
能”注册商标、掌握81项国家专利、
以陶瓷纳米照明科技为支撑的光
能新能源企业———“常德市光能科
技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投产。

常德成立电子信息产业产学研联盟
5所大学12家企业结成技术创新共同体

衡阳县有效遏制非法采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