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0日讯（通讯员 刘芳 石科圣 记者 杨军）7
月8日，益阳市开展第二批市本级违规公务车辆拍卖，22辆
车辆顺利成交，成交总价97.3万元，实现增值25.24万元。

今年以来，益阳市开展违规配备使用管理公务用车问
题专项整治工作，全市纳入清理范围的行政事业单位公务
用车3041辆。市本级共清出违规配备公务车77辆，目前已
全部处置到位，处置率达100%。4月3日，市直单位第一批
17辆违规车辆在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公开拍卖，评估
价51.2万元，拍卖价80.7万元，实现增值29.5万元。

益阳拍卖违规公务车

新闻集装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熊远帆）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国税
局了解到，自去年8月1日实施“营改增”小微企业优惠政策以
来，长沙市纳入“营改增”的小规模纳税人21196户，占“营改
增”总户数的83.41%，共计27.6万户次小规模纳税人企业和
非企业性单位享受了该政策，占小微企业总户次的82.5%，免
征增值税额1237.4万元。

另悉，在所得税方面，长沙全市由国税部门征管的企业
中，符合可以享受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小微企业将达到
15000户，比去年增加了7000多户，全年可减免企业所得
税4000多万元，比去年多减免企业所得税近2000万元。

长沙小微企业享“税收红利”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近日，
祁东县召开“荣誉村主任”聘任工作座谈会，向聘任的第一批
30名“村委会荣誉主任”颁发聘任书。这批“荣誉村主任”都是
祁东籍非公有制企业主，此举开衡阳市先河。

近年来，祁东县开展“百企联村”活动，吸引一批企业主
投身乡村建设。县委常委、县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周志敏告
诉记者，县委统战部、县工商联自去年3月起，探索深化村企
对接方式，开展“荣誉村主任”聘任工作。按照个人自愿及公
开公平、德才兼备的原则，最终确定30人为首批受聘对象，聘
期3年。据了解，今后祁东县将分批为全县890余个村全部聘
任“荣誉村主任”。

祁东聘任首批“荣誉村主任”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杨滨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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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市 多云 26℃～35℃
湘潭市 多云 26℃～36℃

常德市 阵雨 24℃～34℃
益阳市 多云转阵雨 25℃～34℃

怀化市 多云 26℃～35℃
娄底市 晴转多云 26℃～35℃

衡阳市 多云 27℃～37℃
郴州市 多云 27℃～36℃

株洲市 多云 25℃～35℃
永州市 多云 27℃～36℃

长沙市
今天，多云转阵雨，明天，阴天有中到大雨
南风 2 级 2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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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小云转阵雨 25℃～34℃
吉首市 阵雨 25℃～35℃
岳阳市 多云转阵雨 26℃～32℃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黄姿）6月30日， 长沙经开区举办了纪念建
党93周年暨党的群众路线知识竞赛。赛前，
来自园区企业的75名新发展的党员与3名
管委会机关新发展的党员在党旗下共同宣
誓；比赛中，管委会机关10个党支部与联建
企业党员代表联合组队进行比赛。 经开区

政企联建这种党建模式引人关注。
近年来，长沙经开区围绕非公党建,

形成了“机关党支部+企业党组织”互联
共建的工作模式。采取“1+N”的联组模
式， 由10个机关党支部分别联系15家企
业党组织， 以联点交流的形式指导企业
党组织开展选配领导班子、 党员教育管

理、党员志愿服务等工作，机关党支部帮
助企业建立和谐劳动关系、 慰问困难职
工、引导资金申报、开展文化建设等，寓
服务于党建。

同时， 企业党组织通过联组渠道促
进机关党建工作深化、机关作风改进，将
先进管理理念、 管理经验以及管理制度

与机关共享。 园区探索建立的“党建沙
龙”，则将双方沟通交流常态化，促进机
关党支部和企业党组织建立切合实际的
活动平台，激发内部活力。

目前， 长沙经开区园区共有直属独
立企业党组织151家，党员6382人，教育
实践活动覆盖率达到100%。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吴国奇 赵雄伟）“7月至11月， 湘乡将开
展声势浩大的重点项目‘百日会战’,实
现重点项目投资超过百亿元， 完工十大
重点项目， 力争提前完成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的目标任务。”7月7日上午， 湘乡市
重点办负责人彭立荣向记者介绍。

今年上半年， 湘乡项目建设奏响了
攻坚克难、逆势而上的凯歌：全市重点项

目投资完成 64亿多元， 为年计划的
48.33％；69个重点项目开工49个。 湘乡
市委、市政府提前谋划，决定全市上下集
中时间、集中力量对重点项目开展“百日
会战”， 以巩固上半年所取得的成绩，再
次掀起项目建设新高潮。

“百日会战”主要集中在项目进度、
征地拆迁、前期准备、融资和环境维护等
5个主要方面。 按照计划，7月底前，25个

达到开工条件的项目将尽快开工建设，
其中产业项目19个。 对于正在建设的10
多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4个商业项目和
2个旅游项目，该市将建设中遇到的困难
和问题逐一细化，责任到人，力求按照年
初安排的时间节点和进度推进。

而对年初列入竣工计划的项目，他
们将加快项目手续办理和建设速度，在
11月底前基本完成14个产业项目、7个

基础设施项目以及3个民生项目的建设
任务。充分发挥融资平台作用，加强银企
对接，积极协调落实项目贷款需求，在11
月底前力争完成18亿多元的融资计划。

本报记者 陈鸿飞

她是一位老党员，24岁只身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把
一生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边疆建设； 她如今已88岁高龄，仍
在家乡发挥余热，捐资助学20多年。 她叫黄厚瑜。

7月6日下午， 记者来到她居住的衡阳市雁峰区天马山
街道胜利山社区采访了她。她身材瘦小，但走路稳健，思维
清晰。当时，她正准备出门去看望社区里一个叫彭建辉的小
伙子，记者便一路随行。

彭建辉今年27岁，是黄厚瑜13年前认识的一个贫困孩子。
当时彭建辉14岁，父亲已去世，母亲改嫁他乡，他和奶奶相依
为命。彭建辉因为生下来胯骨有问题，走路直不起腰，舌头也
较正常人短，说话发音困难，直到14岁还没有去学校读书。

“那年春节，我跟随衡阳市关工委的人去慰问贫困家庭，
见到了彭建辉。他太可怜了。”黄厚瑜心疼地说。从那以后，已
经70多岁的黄厚瑜开始了自己的教育计划。 教彭建辉要用特
殊教材，她跑遍衡阳城都没买到，只好写信到北京一家出版社
求购。教材有了，但教彭建辉比教正常儿童难得多，黄厚瑜使
用直观教学法，买来挂图、收录机，教彭建辉练口型、练发音。
为了一个字，常常要反复带读几十遍。10多年精心培育，彭建
辉从不会说话到现在能与人轻松交流， 从不会走路到有了一
定生活自理能力。“彭建辉跟别人学做松花皮蛋， 现在能自食
其力了。”胜利山社区居委会主任李丽说，彭建辉领到工资的
第一天，便给黄奶奶买了一份礼物，黄奶奶高兴得合不拢嘴。

雁峰区金桥小学也是黄厚瑜惦记的地方。 这里的孩子
大部分是留守儿童， 孩子们在学校里的午餐只能凑合吃一
点。8年前，已80岁的黄厚瑜主动找到校长黄飞龙，要找个
家庭比较贫困、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进行资助。从那以后，
黄厚瑜每个学期都要资助两个孩子。去年“六一”前夕，得知
金桥小学图书馆书籍不多，黄厚瑜便计划给学校添置新书，
先后3次捐图书500多册。

黄厚瑜当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书，40多岁才结婚，
放弃了生育。前些年老伴去世后，只有一个侄儿在身边照顾
她。步入耄耋之年的她本该安享晚年，却将全部精力和积蓄
用来帮助贫困孩子。

老百姓的故事
中国新闻名专栏

7月9日 ，外
籍 留 学 生 在 为
留 守 孩 子 辅 导
英语 。南京河海
大 学 外 籍 留 学
生Richardi等人，
经朋友介绍 ，来
到 隆 回 县 金 石
桥镇 ，为留守孩
子 辅 导 快 乐 英
语。

贺上升 摄

本报7月10日讯 （记者 谢璐）“整个项目工
程已完成60%，今年年底，这座湖南省最大、最好
的体育公园将全部完工，并对市民开放，它将直
接惠及10万人。”今天，负责谷山体育公园工程
建设的望城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张宏彬向记者透露了这一好消息。

谷山体育公园是望城区今年规划建设的十
大民生公益项目之一，位于月亮岛街道，银星路
以南、谷山森林公园以北、澳海路以东、新地东
方明珠以西，占地约200亩，由望城区政府投资
3.5亿元倾力打造。记者看到，公园依山傍水，涵
盖3块湖泊，共有1万平方米水面。走在湖边，只
见湖水清澈见底，微风吹来，碧波荡漾。

据介绍， 整个体育公园包括室外运动场地、
室内运动场馆、 山顶配套用房及其他配套设施
等。室外有2个5人制足球场、5个标准篮球场、8个
标准网球场、1个极限运动场区； 室内综合馆有1
个50米标准泳道的泳池、38块标准羽毛球场地；
青少年运动培训中心专业运动馆则集合了1个专
业篮球场、2个专业网球场、2个专业羽毛球场和4
个专业乒乓球台。目前，公园室外场馆基础建设
已经完工，山顶配套用房已经建好，室内馆土方
工程已全部完成，即将进行主体建设，综合馆一
半已封顶，整个公园雏形初显。张宏彬透露，“明
年，谷山体育公园还将与谷山森林公园结合起来
建设，增加自行车环道、登山游道等设施。”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讯员 蒋恒）今天，记者
从岳阳市纪委获悉， 该市自去年9月份启动公职人员不良
贷款整治行动以来， 累计清收公职人员拖欠银行业贷款
1426笔，收回贷款本息3100余万元；签订分期还款协议152
笔，协议计划还款860多万元。

去年9月， 该市成立了国家公职人员拖欠银行业贷款集
中清收工作领导小组，按照宣传引导、催收还款、约谈警示、
公开曝光和公开处理的步骤，开始对公职人员拖欠银行业贷
款进行集中清收。针对个别领导干部长期拖欠银行贷款的问
题，市纪委会同市委组织部对5名责任人进行了廉政谈话，责
成其限期还款；约见涉及有国家公职人员拖欠银行业贷款的
单位负责人进行集体谈话，要求其积极做好本单位拖欠贷款
人员的处置工作。对拒不还款的公职人员，该市下一步将通
过媒体曝光、停职停薪、提起诉讼等手段进行强制清收。

本报记者 白培生
通讯员 胡光辉 李勇

“嘎嘎嘎……”7月10日，当郴州市、临武县计生
协会工作人员再次来到临武县南强镇元富村养鸭
场，看望“三结合”帮扶对象李玉锦时，她正忙着给鸭
子喂食，成群的鸭子围着她叫个不停。

“呀，会长来了，快请里面坐。”眼尖的李玉锦一
下认出了带头的临武县计生协会会长周德元。

李玉锦是纯二女户。2011年，她东挪西借凑了几
万块钱，承包了村里的山塘，开办了一个养鸭场。正
准备大干一场时，2012年一场意外火灾，让她的养鸭
场化为废墟。“当时心灰意冷，都不想干了，幸好有计
生协会帮忙。”李玉锦回忆道，周德元会长知道她的
遭遇后，主动带人过来，鼓励她战胜困难，重新创业。

“当时缺资金，计生协会帮扶了2万元启动资金。
他们还把县畜牧水产局的技术员带来， 手把手教我
技术。”说起计生协会，李玉锦激动不已。

原来，为了帮扶李玉锦，临武县计生协会与她签
订了为期3年的计划生育“三结合”（计生工作与发展
农村经济、帮助群众勤劳致富、建设文明幸福家庭相
结合）项目帮扶协议，帮她提供资金、技术以及鸭苗、
饲料预供，还帮她销售成鸭等。

“计生协会就是我们计生家庭的贴心人，有他们
的支持，我打消了顾虑，放手搞养殖。”李玉锦指着鸭
棚说，“这就是用县计生协会的帮扶资金重建的。下
一步我还要建个过渡棚， 力争每年多出栏两批鸭
子。”

“效益还好吗？”周德元问道。
“还不错。”李玉锦笑呵呵地说，她去年养鸭赚了

3万多元，养鱼赚了8万元，不仅还清了欠款，还盈余4
万多元。

“像李玉锦这样获得帮扶的计生家庭，郴州有很
多。”郴州市计生协会会长王贤国介绍，2011年以来，
全市各级计生协会共整合资金1000万余元，帮扶计
生家庭3000多户，使他们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

本报7月10日讯（记者 杨军 通
讯员 石科圣 黄建书 ）昨天，益阳职
业技术学院与以色列杰仕铭公司、以
色列（西门子）公司签订职业教育合
作协议，三方将加强合作交流，打造
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在所签订的合作框架协议中，
杰仕铭公司协助益阳职院申请利用

以色列政府贷款融资， 支持学校与
以色列（西门子）公司的相关战略合
作， 并协助益阳职院相关专业完成
围绕以色列（西门子）公司开展的有
关产学研活动； 以方将为学校提供
教师、学生到以色列（西门子）公司
的培训机会；学校组织专家、教授参
与以色列（西门子） 公司的研究开

发， 并为企业有关科研项目研究和
新产品开发提供技术协作与支持；
杰仕铭公司协助学校与以色列（西
门子） 公司合作建立教学实训加工
中心，促进教学和科研工作；定期举
办三方科研、 管理人员参加的小型
研讨会，通过成果的交流研讨，促进
技术水平的提高。

益阳职院与以色列合办职业教育

耄耋老人助学情

岳阳强制清收公职人员不良贷款

计生家庭贴心人

全省最大体育公园年底开放

政企联手推动非公党建长沙
经开区

开展重点项目“百日会战”湘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