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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阵雨转大雨，明天，中雨转小雨
南风转北风 2级 24℃～32℃

张家界 暴雨转中雨 22℃～26℃

吉首市 中雨转大雨 22℃～29℃
岳阳市 中雨转大雨 22℃～26℃
常德市 暴雨 21℃～25℃
益阳市 大雨转暴雨 23℃～30℃

怀化市 阵雨 22℃～32℃
娄底市 多云转阵雨 23℃～32℃
邵阳市 多云转阵雨 24℃～33℃
湘潭市 多云转大雨 23℃～33℃

株洲市 阵雨转中雨 22℃～34℃
永州市 多云 25℃～34℃
衡阳市 多云 25℃～35℃
郴州市 晴转多云 27℃～35℃

长沙市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周
怀立）6月15日， 株洲市政府正式对
外公布《关于进一步稳增长促发展的
若干措施》。《措施》共43条，是在借鉴
其他省市已出台的相关政策措施的
基础上，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
内容涵盖全市经济发展主要方面，是
促进全市经济发展的一套有力的“组
合拳” 。

株洲市制定的《措施》分为7个部

分，内容包括促进项目投资、产业发
展、外经外贸和招商引资、园区提高
承载能力、 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创
新创业、责任落实等。这些措施细化
到了具体指标，操作性很强。如明确
要求财政预算安排产业发展专项资
金、在9月底前全部拨付到位，对年
营业收入首次突破一定额度的企业
法人进行奖励，对购买100万元以上
先进设备的中小微企业给予一定补

贴，并在每月1至20日实行企业“宁
静日”制度，设立3000万元创业资金
对创新创业者进行补助等。

《措施》出台后，在株洲市上下、
尤其是企业界引起很大反响。该市一
家建筑企业反映，《措施》针
对性强， 特别是其中对进一
步简化建设项目工程审批的
“交叉审批、限时办结”等政
策新规，对缩短建设周期、尽

快产生效益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一
些创业者表示，《措施》 使创业门槛、
创业风险降低了， 创业压力明显缓
解，结果必然将株洲创新创业推向新
的高度。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彭
业忠 通讯员 彭开科 张军 ）6月15
日上午8时08分，在龙山县城的龙凤
广场上， 举行了一场特别的交接仪
式———重庆高建环境绿化工程有限
公司龙山分公司的负责人，从龙山县
县长梁君手中接过了《道路清扫、清
洗许可证》。 这标志着龙山县城的环
卫工作，正式由企业接管，实行企业
化管理和运作。

仪式一结束，重庆高建环境绿化

工程有限公司龙山分公司280名身
着黄色马夹的环卫工人， 开着6辆崭
新的大型多功能清洁车、20台电动
环保车， 开始在全城的16条主次干
道和背街小巷，清洗街道、打扫路面
和清运垃圾。 记者在长沙路看到，一
辆多功能高压冲洗车，从道路中间驶
过，两股高压水流将道路上的灰尘冲
到两边的路沿处，并随着水流进入了
下水道；两台电动巡行车，紧随其后，
零星的烟头、纸屑，被工人用长长的

夹子捡拾起来，整条街道顿时一尘不
染。

据了解，龙山县环卫部门原有
正式员工150名，向社会聘请临时
工190名，每年保洁费用高达1700
万元。通过市场化运作后，政府按
照合同每年付公司资金 1059万
元；190名工人全部被高建公司接
收，且工资由原来每月的1035元，
提高到每月保底工资 1410元，法
定节假日另按加班计算； 而且公

司为年龄符合条件的购买社会养
老保险， 对超龄者则购买雇主责
任商业险。

重庆高建环境绿化工程有限公
司系通过公开竞标方式，获得龙山县
城的道路清扫、清洗权，合同期限为5
年，环卫作业面积达95万平方米。龙
山环卫所负责按月监督、 检查和考
核，若考核不合格，将扣除公司的相
应费用，甚至终止合同并重新进行清
扫和清洗权的采购。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段云
行 贺威 通讯员 吴晔） 今天上午，娄
底市向社会发布了首批政府与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项目，40个项目总
投资约300亿元。

PPP模式是指按照“市场运作、风
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政府与社会
资本通过签订和履行契约， 来解决原
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
给。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
励推行PPP模式。前不久，娄底市也制
定出了推广运用（PPP）项目试点的指
导意见和操作指南， 还前往长沙学习
经验， 为项目规范有序高效运作创造
了成熟的条件。

娄底此次推介的项目，立足于市政
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交通设施等几大

属于政府投资的重点领域。从所属行业
来看，市政设施项目16个，包括万宝新
区孙水河南岸片区开发项目等；公共服
务设施项目14个， 如投资50亿元的万
宝新区众一健康城等； 另外还有4个交
通设施项目，农业、生态环境、水利项目
各1个，以及3个其他项目。

娄底市常务副市长何文君说：
“PPP模式既给社会资本参与经济社
会建设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模式， 又缓
解了政府资金紧张的压力； 既给城市
建设增添了新的动力， 又给社会资本
带来了盈利增值的机会， 充分体现了
多赢的特征。”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 农业银行还与娄底市发改委
签订了总额度400亿元的银行授信，
支持PPP模式项目。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欧阳倩 刘紫
滢 高伟栋） 今天，“长沙-澳大利亚日”
在长举行。澳大利亚驻华使领馆、澳大
利亚贸易委员会、澳大利亚地方州政府
等机构携20余家澳企来长，与长沙市相
关部门及企业共商合作事宜。

长沙与澳大利亚虽远隔重洋，但
交往密切，2014年双边贸易额达2.75
亿美元。2014年3月，省委常委、长沙
市委书记易炼红一行访问了澳大利
亚，并签署《长沙市与澳大利亚贸易委
员会关于贸易、 投资和教育合作的谅
解备忘录》，为落实这一成果，双方协
定今年6月在长举办“长沙-澳大利亚
日”活动。

活动中， 澳方代表介绍了澳大利
亚在农业、 经济基础建设等领域的重

点招商项目， 欢迎长沙企业来澳大利
亚发展。 双方通过主题研讨、 项目对
接、实地考察等方式，在科技创新、经
贸投资、建筑规划、旅游及食品等领域
寻求更多合作机会。 澳大利亚技术科
学与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3D打印专
家吴鑫华教授， 推介了澳大利亚金属
打印技术， 引起了以华曙高科为代表
的湖南3D打印企业的浓厚兴趣。华曙
高科负责人表示，目前，湖南3D打印
主要集中在非金属领域， 长澳双方在
航空航天等零部件金属3D打印市场
上，有着较大的合作空间。

澳大利亚驻广州总领事戴德明表
示，中澳自贸协定将于近期落地，将为
长沙与澳大利亚的贸易合作带来更广
阔的前景。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张前宝 郭兰胜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在
桂东寨前举行誓师大会后奉
命西征，拉开了长征序幕。

6月16日上午8时， 来自
衡阳、郴州及桂东的400多徒
步爱好者组成4个“连”队，汇
聚桂东寨前，整装待发。每个

“连”的“连长”都宣誓重走长
征路口号，身着红军服的“战
士”们个个精神抖擞！

简短的誓师仪式完成
后，桂东县委副书记、县长黄
峥嵘激昂宣布：“2015中国
（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暨中
国（桂东）首届养生休闲避暑
节，‘重走长征路·体验新桂
东’大型徒步活动正式开始，
全体队员列队出发！”

一声号令，400多人的重
走长征队伍拉出“一字长蛇
阵”，雄赳赳奔向目的地。

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全
长26公里，从寨前镇出发，经
大塘镇至普乐镇， 最后到达
沙田镇的《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军规颁布地。
烈日炎炎下， 重走长征

路队伍在几面大旗引领下，
迈着矫健步伐，向前行进。大
家虽精神焕发， 但在烈日的
炙烤下，个个汗流浃背。

“走了几个小时后，感觉
全身开始酸疼。 当年红军那
些艰辛、 那些流血牺牲现在
是深有体会。”行走了10多公
里的郭芙蓉气喘吁吁， 发出
这样的感慨。 她的同伴黄映
红形容“走得越累，对革命精
神感受越强烈”。

队伍行走近20公里时，
有的喘着粗气不停擦汗，有
的靠在路边的树旁休息一
下， 也有状态较好的给同伴
打气：最后几公里，大家要团
结互助，互相帮忙，争取都走
到终点。

为了相互鼓励， 有人带头
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军歌， 队伍继续前进……到下
午4点多钟， 经过6个多小时的
坚持努力， 重走长征路队伍终
于到达了终点———沙田军规广
场。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记者 廖
声田 通 讯员 邓 道 理 ）今天 ，张家
界市建设工程交易中心发布公告，
悬赏100万元奖金， 面向全国征集
武陵源杨家界景区游步道的施工图
设计方案， 力求打造“世上最美的
小路”。

杨家界景区峰墙奇观举世无双，
游步道位于天波府段， 全长3.5公里，
是游人观景的最佳位置。 此次征集以
“自然唯美、和谐环保”设计理念，邀请
顶级设计机构创作具有高艺术欣赏价
值、高创意设计水平、高颜值出彩亮点
的景区景观游道设计作品。

陶芳芳 刘瑞

符新民，5月份参加党员远程教育
培训2次基础分记4分，参加党员“先锋
责任岗”关心下一代活动1次附加分加
3分……总积分80分。 6月16日，长沙
市天心区新天社区党支部在党员积分
公示栏上公示5月份党员积分情况。

今年5月开始，新天社区党支部以
党员分类积分管理为抓手， 对支部94
名直管党员进行党员管理规范化建
设。 在此过程中， 社区党支部担当了

“巧裁缝”角色。党支部根据党员的年
龄、职务、身体状况和工作特点，量体
裁衣“定”版型，将党员划分为A、B、C

三个积分种类，分类定制考核标准；同
时用积分管理这把“尺子”科学量化党
员考核标准， 从党员日常行为和民主
评议两个方面以百分制项目指标进行
量化积分考核，并分别在建言献策、结
对帮扶、 志愿活动等20个方面对党员
进行附加积分，调动党员积极性。

目前， 新天社区党员人手一本党
员分类积分管理手册。 社区党支部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党员分类积分管理，
不仅使每名党员的日常表现一目了
然， 还全面调动了党员干部与群众投
身经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了党员示范带头、 群众积极参与
的良好局面。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 （通讯员 刘海平
记者 陈勇）记者近日从临澧县委组织部了
解到，针对村级党组织后备人才缺乏，该县
通过推出“133”人才培养工程，将47名有为
青年推上村党支部书记岗位，目前还有136
名经济能人、“归雁人才” 等青年才俊正在
培养之中，增加了村级党组织的新鲜血液。

“133”人才工程即发展1名后备村党支
部书记、3名后备村干部和3名以上入党积
极分子，建立后备人才库。县、乡镇党委把
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者、致富带头人、公
道正派口碑好等方面的年轻人作为重点人
选，组织学习培训，适时安排到综治调解、

公益服务、远程教育操作等岗位锻炼，使其
尽快了解本村基本情况和实际问题， 熟悉
村务，增长才干。

对通过培养相对成熟的后备干部，及
时安排跟班学习， 协助村党支部书记开展
工作，充当助手。当村党支部、村委会干部
出现职位空缺时， 依法依规把合格人才充
实到“两委”班子中，保证工作持续开展。停
弦渡镇童洲村余海华前年返乡创业， 开办
蜡烛厂，解决周围20多个劳动力就业，经过
镇党委村级后备人才培养计划， 去年村委
换届选举，大伙选他当了村支书，现在村级
经济发展面貌一新。

株洲打稳增长促发展“组合拳”
出台43条措施，包含促进项目投资、产业发展等7个方面内容

龙山县城环卫包给重庆企业

拓宽社会资本参与建设途径

娄底发布40个PPP项目
总投资约300亿元

“长沙-澳大利亚日”在长举行

打造“世上最美的小路”
张家界悬赏百万征集设计方案

党支部当“巧裁缝”
“积分”为尺“量”党员临澧为村级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

180多名青年才俊跃上舞台

“走得越累，
对革命精神感受越强烈”

———“重走长征路·体验新桂东” 大型
徒步活动见闻

6 月 16
日，桂东县举
办“重走长征
路·体验新桂
东”大型徒步
活动。 当天，
是桂东县和
平解放 66周
年纪念日，桂
东是湖南省
最早解放的
县。
童迪 李林冬

摄影报道

道路清扫、清洗合同期限5年，作业面积达95万平方米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
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易和平
刘竞舟）今天，湘阴县德兴渡
口廖某、 甘家棚渡口李某、白
乌渡口余某等3名男子因违法
驾渡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
留。湘阴最近在全县22个主要
渡口安装了摄像头， 在虞公
庙、芦林潭等主要航道口安装
9个通航监控。3名违法驾渡男
子正是通过各渡口新安装的
“电子眼”查实的。

湘、 资两水贯穿湘阴，境
内河道较长，加上近期雨水较
多，水位普遍上涨。为严把水
上交通安全关，该县不定期组
织公安、安监、海事、港航、渔
政等部门联合执法， 对静河
乡、岭北镇、南湖洲镇等8个涉

水乡镇的所有渡口开展水上
交通安全隐患大排查。对发现
和检查出的安全隐患和监督
管理薄弱环节落实责任人，建
立问题台账，逐项限期进行整
改；严厉查处非法载客及船舶
超载行为，加强渡运船舶安全
监管；对“三无”船舶、船员人
证不符、酒后驾驶和非法加油
等违法情况进行专项整治。同
时，在全县22个主要渡口新安
装了摄像头，在虞公庙、芦林
潭、临资口、大坝堤、漕溪港等
主要航道口安装9个通航监
控。发现航行、停泊、作业船舶
的安全隐患， 通过现场喊话，
及时督促进行整改。 此举，实
现水上安全交通管理全程化、
快速化、常态化。

湘阴31个“电子眼”
盯紧水上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