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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 晴 2℃～14℃
吉首市 多云 2℃～14℃
岳阳市 多云 2℃～13℃
常德市 晴 1℃～13℃
益阳市 多云 2℃～14℃
怀化市 多云 3℃～15℃

娄底市 多云 2℃～14℃
邵阳市 晴 1℃～16℃
湘潭市 晴 2℃～15℃
株洲市 多云转晴 3℃～15℃
永州市 多云 3℃～17℃
衡阳市 多云转晴 3℃～16℃
郴州市 晴 2℃～17℃11 市州

新闻

长沙市
今天，多云间晴天，明天，晴天
北风 3～4级 1℃～14℃

通讯员新闻投稿邮箱：hnrb2012@163.com星期三２０14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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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李寒露 通
讯员 罗勇）12月29日， 常德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周运来将一张100万元现金支票，
送到园区企业湖南惠生肉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丁碧燕手中。 今年惠生肉业成功在
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总投资3亿元的新
产区顺利投产， 填补国内空白的骨头汤
饮料研制成功。常德经开区决定，奖励惠
生肉业100万元。

据了解，常德经开区在招商引资、项
目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并通过创

新，加快园区提质升级。今年1至11月，签
约引进大项目15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近年来， 该区主动适应转型升级要
求，从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开发方式及
科技等方面持续创新， 把经开区建成改
革创新试验区。并通过技改扩能、引进战
略投资者、延伸产业链，着力培育装备制
造、电子和新材料、食品等3个百亿产业
集群。

今年2月，常德市委下发文件支持常
德经开区推进二次创业、建设千亿园区，

常德经开区行使市级行政经济管理权
限，建立较独立的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
并实行公司化运作。此后，常德经开区与
市有关部门对接，顺利完成了人、财、物
下放交接工作，使行政审批加速，办事流
程进一步简化， 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在此基础上，着力进行内部运行机制
创新，按照精简高效原则优化内设机
构，并深化绩效考核，实行全员竞争
上岗。同时，鼓励园区企业进行创新。
对获得国家创新基金和国家重点新

产品的企业给予奖励补贴，鼓励高校、科
研院所和大中型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海
外留学人员携带项目入园创业， 并鼓励
企业上市，对上市成功的企业给予100万
元现金奖励，为园区发展增添了活力。

本报12月30日讯 （记者 邓明 李秉
钧 通讯员 欧阳朝夕 胡旋）12月25日，
记者在桂阳县莲塘镇马罗村看到， 几辆
满载尾参、百合、苦参等产品的货车，从
村里驶往广东、湖北等地。村民欧阳建军
说，他们利用自己的林地，与湖南利诺生
物制药公司签订合同， 在林下种植中药

材等， 全村6000余亩林地今年亩均增收
4000多元。

桂阳县拥有林地283万亩，发展“林
下经济”潜力巨大。近年来，该县结合集
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以转包、出租、转
让、入股等形式流转林地，推动“林下经
济”发展。并采取切实措施，落实林权抵

押贷款、“林下经济”专项贷款等政策，缓
解融资难。为发动广大农户参与“林下经
济”开发，该县因地制宜，积极推广“林
禽”、“林药”、“林菜”和“林游”等多种生
产模式。并根据树龄、林地及其空间环境
条件，分类实行宜种则种、宜养则养、宜
加工则加工。

同时，桂阳县大力招商引资，引进优质
企业助推“林下经济”发展，先后引进了太
和辣业、 宏润油茶、 济草堂等一批龙头企
业。目前，全县拥有省级“林下经济”龙头企
业2家、大型“林下经济”合作社8家，带动2
万多户林农开发“林下经济” 近4万亩。今
年，全县“林下经济”收入将达1.7亿元。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姚学文 龙文泱）在新年的钟声
马上敲响之际，长沙市给残疾孩子送来了福音：该市决定从
2015年起，利用3年时间提升特殊教育办学水平，以逐年解
决残疾孩子“入学难”。

该市出台的《特殊教育提升方案》明确了目标：2015年，
适龄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88%。2016年，
适龄三类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1%。2017年，
基本满足三类残疾孩子各学段教育需求； 适龄三类残疾儿
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率达到93%。

为实现目标， 该市决定将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纳入全市
新建学校总体规划， 在湘江以东新建一所培智类为主的市
级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 该校2016年兴建，2017年投入使
用。同时改扩建现有的特殊教育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举
办0到3岁残疾儿童早期干预、早期教育和康复训练机构，在普
通幼儿园中开设特教幼儿班； 加快发展以职业教育为主的残
疾人高中阶段教育和高职教育； 支持特殊教育学校进一步探
索发展残疾人中等职业教育，逐步扩大招生规模。提高生均拨
款标准，建立健全覆盖所有残疾学生的资助体系，在“一费制”
全免的基础上，对残疾儿童少年生活费、交通费、辅具用品等
进行（免）补，全面实现残疾儿童少年全免入学。

本报12月30日讯（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李铁华）今天
上午，大汉·惠普软件(湖南)信息产业园在株洲高新区开工
建设。该项目由中国500强企业大汉控股集团与世界500强
企业美国惠普公司联合打造，是省政府重点支持项目。

据了解，大汉·惠普软件(湖南)信息产业园总投资逾10
亿元，规划建筑面积26万平方米，是株洲市首个信息产业园
区，也是惠普公司在我国中部6省的产业基地。园区将建信
息产业区域服务基地、 动力支撑中心、 运维一体机研发中
心、测试中心、运维管理中心及新型一体机研发制造基地、
区域销售结算中心、大数据中心等，可进行云计算、智慧城
市等相关领域软硬件研发、生产。项目建成时，中国惠普公
司湖南总部将进驻园区，并带动相关上下游企业逾100家进
驻园区， 成为省内一流、 国内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产业园
区。

惠普公司是目前全球最大软件公司，其业务涵盖打印、
个人计算、软件、服务和IT基础设施等领域。大汉集团是一
家跨地区、跨行业的大型综合性企业。二者共同在株洲打造
信息产业园，将对提升当地产业层次、增强核心竞争力起到
重要推动作用。

全球最大软件公司入湘
与大汉集团在株洲共建信息产业园，

总投资逾10亿元

常德经开区冲刺“千亿园区”
园区创新发展，今年头11个月引进大项目15个，总投资近100亿元

桂阳“林下经济”拓宽致富路

长沙市3年解决
残疾孩子“入学难”
●2017年93%的三类残疾儿童少年可上学
●全面实现残疾儿童少年全免入学

12月29日，怀化市洪江区东方红小学，留守儿童霍思瑜（左一）用视频向远在深圳打
工的妈妈展示自制的贺年卡。新年即将到来，该校开通“爱心视频亲情连线”，为200多名
留守儿童免费提供长途电话和视屏聊天， 让他们与远在外地打工的父母进行亲情交
流。 刘文颖 张琼 摄影报道

10家龙头企业带动2万林农开发“林下经济”近4万亩

本报12月30日讯（郭云飞 李礼壹 涂
政坤 赵永贵）“资阳区今年深入开展‘党纪
条规教育年’等6大主题教育活动，从严整
治乡镇干部‘走读’问题，全面推行村干部
坐班制、村‘四位一体’管理模式、村账乡代
管， 实现了乡、 村两级党务政务公开全覆
盖。安排村及城市社区运转经费，比上年分
别增长34%、49%……”

12月29日，在益阳市2014年县（市、
区） 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述职
评议会上，资阳区委书记张亮文认真“赶
考”作答。

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基层党建工
作，益阳市切实开展县（市、区）委书记抓
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议考核工作。 这次
组织8位县（市、区）委书记同台PK，参加
年度“大考”。

述职评议采取“一述一答一评”的方
式进行， 述职对象就履行基层党建工作
责任情况口头述职， 接受党员群众代表
现场提问并当场作答， 提出解决问题办
法。 益阳市委书记魏旋君对履职情况逐
一点评。出席会议的省委组织部、省委督
导组及益阳市领导，“两代表一委员”和
基层党员群众代表等，逐一进行测评。

为保证述职评议考核结果公正、全
面、客观，益阳市增加了述职前调查核实
环节，按照调查核实组综合评价意见、现
场测评结果分别占50%的比重进行综合
评分。综合得分当场宣布，述职报告、视
频资料、整改问题清单，将在当地主要媒
体和述职对象所在地媒体公示， 并设置
留言板块和评论功能， 接受基层党组织
和党员群众监督。

基层党建“赛”实绩
益阳8位县（市区）委书记年度“大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