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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信社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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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小到中雨 22℃～29℃
湘潭市 雷阵雨转中雨 23℃～30℃

张家界 暴雨转大雨 22℃～30℃
吉首市 暴雨转中到大雨 22℃～26℃
岳阳市 中雨 23℃～30℃

常德市 暴雨 23℃～28℃
益阳市 中雨转大雨 22℃～29℃

怀化市 中雨 23℃～28℃
娄底市 雷阵雨转小到中雨 23℃～29℃

衡阳市 雷阵雨转阵雨 24℃～30℃
郴州市 阵雨 25℃～32℃

株洲市 中到大雨转大暴雨 23℃～27℃
永州市 阵雨 24℃～30℃

长沙市
今天中雨转暴雨，明天暴雨转中雨
北风 ２~3 级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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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6月 5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李志刚 李海军 何顺 ） 近日，
祁阳县因农业产业化和农副产品加工
卓有成效， 被列为我省发展特色县域
经济强县第一轮9个重点县之首。 去
年， 该县农产品加工产值114亿元， 实
现税收1.01亿元， 农民人均增收400多
元。

近年来，该县紧紧围绕“规模化、标

准化、集约化、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发展
思路，坚持大产业用大基地支撑， 大龙
头以大基地配套， 探索出了一条农业
规模化、 集约化和产业化发展路子。
全县先后建起了60万亩高档优质稻、
20万亩油茶、 5万亩高淀粉红薯、 10万
亩名特优水果、 50万羽肉鸭、 24万头
无公害生猪等规模生产基地， 发展订
单农业95万亩。 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企

业513家， 其中国家、 省市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36家， 拥有专利技术
270项； 通过“三品” 认证的农产品
135个，拥有“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
名商标”5个，省级品牌、商标16个。全县
无公害基地认证面积96.5万亩，“三品”
年认证产量达30万吨。祁阳农副产品销
售网络遍布全国，银光粮油、天龙米业、
湘妹食品等产品已覆盖全国大部分地

区， 金浩茶籽油产销量居全国第一；正
在建设中的祁阳经济开发区已成为全
省食品加工示范基地和全国农产品加
工创业基地。

最近， 中国500强企业、 国内最大
的油脂油料贸易商中纺集团与该县签
约， 在祁阳投资20亿元， 建设中国油
茶交易中心， 项目建成后， 可实现产
值50亿元以上、 税收2亿元以上。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匡玉 通讯员
胡雅萍 郭健） 近日， 衡阳市蒸湘区公
布新年度政府部门预算， 其中人口计
生经费比上年度增加102万元， 增长
34%。 增加投入， 是该区做好人口计
生工作的举措之一。 该区已连续8年被
评为省人口计生工作先进单位、 模范
单位， 去年还被评为全国人口计生工
作先进单位。

蒸湘区为把计生国策落到实处，
做到“三优先”， 即预算经费优先安

排、 工作条件优先改善、 计生干部优
先提拔。 区里采取措施， 确保计生经
费逐年增加， 2011年比2010年增加
10%， 去年又比2011年增加15%。 在
预算外， 去年区财政还拨付450万元，
用于人口计生工作创“国优”。 并另外
拿出25万多元， 提高失独、 伤残独生
子女家庭特别扶助金标准， 其中失独
家庭每人每年从1620元提高到3600
元、 伤残独生子女家庭每人每年从
1320元提高到3120元。 区财政先后投

入200余万元， 在太平小区、 立新小区
兴建了婚育文化广场， 在呆鹰岭镇、
雨母山乡建设计生宣教一条街和文化
长廊。 去年， 还投入100万元， 在平湖
公园建成人口文化园。

今年， 蒸湘区决定， 对连续
任职5年以上、 人口计生工作连
续多年被评为“省先” 的区人口
计生局局长和3名班子成员， 以
及连续任职5年以上、 人口计生
工作连续3年被衡阳市评为一类

单位以上的8名乡镇、 街道分管负责
人、 计生办主任， 予以提拔重用。 同
时， 有3人在干部任用中， 因计生问题
被否决。

本报记者 李光华
通讯员 何力杰

采访“宏信” 董事长李四
连， 可真不易。 相约3次， 他3
次致歉。 看见他从湘潭天易示
范区宏信创新产业园建设现场
风风火火走来的样子， 我才理
解他实在是太忙！

他投资的实体有6个， 注
册资金数以亿计， 从业员工多
达上万。 这些实体布局分散，
有的在他“发迹”的湖北，有的
在他出生地湘潭。 事必躬亲，
来往穿梭， 能不辛苦？ 好在
1968年出生的他， 壮实得如同
一头牛， 纵然累得像滩泥， 打
个盹， 双眼又闪烁起亮光。

“为谁辛苦为谁忙？” 有
亲友问他。 他说：“为了更多的
人实现发家致富的梦想。”

他的这个梦想孕育于20世
纪80年代。 那个时候， 他的家
乡湘潭县谭家山镇月塘村还不
富裕。 因为家庭贫困， 与众多
少年男女一样， 李四连过早地
辍学加入到了种田喂猪一族。
20岁那年， 他走出乡关， 朝素
有“锰都” 之誉的湖北长阳走
去。 在走出月塘边界的那一
刻， 他蓦然转身， 对着月塘的
那片山岭大吼一声： 我还会回
来的！

闯荡异乡， 异常艰辛。 但
艰辛为他换来了丰厚的回报。
从创办湖北长阳古城锰业起
步， 到开办乌克兰锰矿， 数以

亿计的资产归属在他李四连的
名下。 在漫漫创业路上， 他一
直践行着帮乡亲们实现致富梦
想的承诺， 先后拿出2000万
元， 为2000名寒门学子实现求
学的梦想。 20年后的初春， 发
家致富的李四连回来了。 他深
知： 致富家乡， 最根本的出路
是把更多的乡亲拉上市场化、
社会化生产的舞台。 他在山野
田畴间转悠好几天后， 来到村
党支部书记面前， 说： 在那片
山地上种上茶树， 为月塘村植
上一个绿色银行吧。 支书同意
了。 他先后投入 7000万元，
1000个农户或投劳或投地， 每
年都能从这里获得一笔可观的
收入。

为了使更多的乡亲们免除
四处奔波求职之苦、 圆致富之
梦， 李四连投入2000多万元，
办起了“月塘鞋厂”， 月塘以
及谭家山的1200名劳动力从四
面八方集聚而来， 与家人团聚
和在家门口能赚到钱的双重喜
悦一同写在了他们的脸上。

天易示范区， 是湘潭县工
业的集聚地。 李四连在此投入
25亿元，兴建占地1400多亩的
工业创新产业园。 历经两年多
时间拼搏，土地已平整、入园道
路已修通，25栋标准厂房已建
成，开园兴业的喜炮就将鸣响。
当吸纳200多家企业、2万多名
当地劳动力的现实一步步向他
走来时， 他略显疲惫的脸上绽
满了欢笑。

江华
“省级生态乡镇”全覆盖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蒋苏英
罗俊杰 记者 李伟锋）记者今天从省环
保厅获悉， 江华瑶族自治县沱江镇等13
个乡镇以及沱江镇云梯山村等54个村，
日前分别被命名为第五批湖南省生态乡
镇和生态村。至此，该县22个乡镇已全部
创建为省级生态乡镇， 省级生态村已有
77个。

近年来，该县坚持“生态立县”战略
不动摇，结合“生态山水名县”建设实际，
积极采取措施，推进绿色江华、绿色乡镇
建设。 现已成功创建了涔天河国家湿地
公园、大龙山省级森林公园、湖南潇湘源
水利风景区。 该县今年计划投资2亿元在
县城建设4个生态公园，争取年内建成省
级园林县城。

常宁跨省慰问
贫困计生母亲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张岳群

段神佑）近日，在广东广州白云区石井城
市广场， 常宁市和白云区联合举办了一
次别开生面的“彰显生育关怀、创建幸福
家庭”主题活动，现场给10位常宁籍贫困
计生母亲每人发放了1000元慰问金。 中
国人寿白云分公司还给136位常宁籍育
龄妇女赠送了礼品。

常宁市现有流出人口23.5万人，在广
州白云区务工者就有3.5万人。 为搞好流
动人口管理与服务，2010年，该市与白云
区新市街签订双向协作协议书，两地在流
动人口劳务、计生、综治、教育、维权等方
面进行合作。去年8月，常宁在白云区新市
街成立流动人口计生协会，为流动人口提
供办证、生殖健康检查等服务。 今年5月，
又在白云区成立了常宁市驻粤流动人口
计生协会总会。常宁市各乡镇也相继成立
了驻粤流动人口计生协会分会，服务平台
越建越多，服务能力越来越强。

产教对接育能手
汨罗职校毕业生走俏

本报6月5日讯（通讯员 郑继全 吴厘里）日前，汨罗市
职业中专学校迎来了三一重工和中天科技集团等5家省内
知名企业的老总以及人事部经理。 通过近3个小时的商谈，
学校与5家企业分别签订了联合办学合同， 并与开元服饰
公司、中天科技集团签订了加工合同。

该校坚持走校企合作的道路，新设校企合作办，加强
与政府、行业、企业的联系，充分利用新建实训大楼的设备
优势，着力将实训大楼打造成一个融教学、实习、生产与一
体的教学工厂，实现产教零距离对接。 校长甘瑛主持“政
府、企业、学校三元互动办学模式研究”课题，学校组织专
门人员对汨罗市和长株潭产业市场展开全面调查，编写了
适合产业技术需求的校本教材。 专业设置全面对接当地支
柱产业，各类专业全面实现订单培养。 对准备就业的学生，
全部安排到对口合作单位实习，为学生提高动手能力提供
了好平台。

2012年，在该校的对口高考一二本上线人数176人，本
科上线率达60%。 参加省技能大赛有16名学生获奖；组织
学生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全国文明风采大赛， 获优秀组织
奖， 有38名学生获奖。 毕业生走俏市场， 对口就业率达
90%，获得“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单位”
等多项殊荣。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张景武 黎明 刘杰华）“五万
亩杨梅红遍靖州， 两千年美味引领江
南”。端午时节，“中国杨梅之乡”靖州5
万亩杨梅将进入采摘旺季。走进梅山，
粒粒红果点缀其间，凝翠流碧，闪红烁
紫，令人垂涎欲滴。 一时间，前来观光
尝梅的游客商贩纷至沓来。

靖州是全国杨梅主产区之一，靖
州杨梅享有“江南第一梅”的美誉。“百

钱且得论摊买，恨不移根植上京。 ”清
代，靖州杨梅被列为贡品。 2007年，靖
州被授予“中国杨梅之乡”。目前，该县
共发展杨梅种植户1.2万余户，种植总
面积5万余亩，年产鲜果60万公斤。 成
功培育了佰诺、湖南红、湘百仕等一批
省及怀化市杨梅加工龙头企业， 年产
杨梅果酒1万余吨、 杨梅蜜饯160吨。
杨梅产业年创产值3﹒5亿元，杨梅成为
当地群众致富“摇钱树”。

今年6月16日至18日， 靖州将举办
2013中国·靖州杨梅节暨湘黔桂边境区
域投资经贸展销会。 届时，将推出“吃梅
农饭、住梅农屋、品靖州杨梅”、中国（靖
州）杨梅产业发展论坛、湘黔桂边境区
域投资展销会、国际商贸城投资经贸签
约、靖州产业发展成果展及特色农副产
品品鉴会等活动， 让更多游客在采梅、
品梅、评梅中流连忘返，深切体验靖州
千年杨梅文化的独特魅力。

祁阳县 农产品加工强县富民

蒸湘区 计生工作实现“三优先”

为谁辛苦为谁忙
———“宏信”董事长李四连追梦记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陈应时
黄金星 张前宝）近日，桂东县植物园
建设正热火朝天地进行， 一排排新栽
的树苗，带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今
年， 该县全面推进桂东植物园等十大
生态项目建设工程， 为美丽桂东建设
增绿添彩。

据了解， 桂东县今年十大生态项

目建设工程包括：桂东植物园、三台山
公园(三期)、茶叶产业发展、特色乡镇
建设、梦花园现代农庄、县城大提质工
程和国省通道绿化等。 该县还深入开
展“环境优美乡镇”、“生态文明村庄”、
“生态庭院”等创建活动，推进生态文
明进单位、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家庭，争创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县。

近年来， 桂东县深入开展国家森
林城市创建、“三年城乡绿化攻坚”等
活动，大力实施封山育林，全县森林覆
盖率达82%，居全省之冠，县域负氧离
子含量平均每立方厘米达到25272
个，最高瞬时值达15万个，去年9月被
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认定为“负氧
离子含量最高的县”。

十大生态项目建设美丽桂东

本报6月5日讯 （通讯员 周红
记者 周怀立） 6月3日， 南京军
区陆军31集团军师团职干部理
论集训班80多位学员来到炎陵
县， 沿着该县新开通的廉政文
化旅游线路， 参观了红军标语
博物馆、 连队建党旧址， 并在
中村乡和水口镇等革命纪念地
开展现场教学活动， 接受廉政
文化与革命传统教育。

炎陵廉政文化旅游线路共

有两条， 一条是以炎帝陵景区
为中心的炎帝勤廉文化旅游线
路， 涵盖神农谷国家自然保护
区等涉及炎帝事迹之处； 另一
条是以红军标语博物馆为中心
的红色廉政文化旅游线路， 涵
盖水口连队建党旧址、 中村插
牌分田旧址、 毛泽东八担丘上
党课旧址等革命纪念地。 在每
个旅游景点， 都安排了专门的
廉政文化讲解员。

炎陵推出廉政文化旅游线路

回乡创业��风采录

靖州杨梅节即将启幕

6月3日，信
用社信贷员在
永定区王家坪
镇石堰坪村走
访农户， 询问
信贷资金需求
情况。 近年，张
家界农信社不
断完善服务，开
展 “转作风、下
基层、 解难题”
活动，帮助农民
谋求发展 。 今
年，该社已累计
投放 “三农”贷
款11.07亿元。

钟慧梅 摄

常德“大环保执法”监管噪声
本报6月5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讯员 王兴初）今天，记者从常
德市环保局获悉，根据国家有关
法规，常德市政府发布了“关于
加强市城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
管理的通告”， 对市城区噪声监
管启用“大环保执法”机制，进一
步明确了环保、 建设、 文化、公
安、交通、城管等部门的监管职
责。

近3年来，常德市环保局收到
的环境污染投诉中，涉及噪声污
染扰民的占32.3%， 且呈逐年上
升趋势。“市长热线”噪声投诉记
录中，社会生活噪声占65.7%，其

余为建筑施工噪声、工业噪声、交
通噪声。为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常
德市政府这次发布的通告中明
确规定，工业环境噪声及商业经
营等活动中使用固定设备产生
的环境噪声由环保部门监管，建
筑施工噪声由环保和建设部门
监管，电喇叭叫卖、室内装修等社
会生活噪声由公安部门监管，交
通运输噪声由公安、交通部门监
管，城管部门按照行政处罚权相
对集中规定行使监管和处罚职
能。 此举是该市加强城市综合管
理的新举措，将逐步改变对环境
噪声扰民多头投诉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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