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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周湘云 徐德荣
符小勇 刘国庆）“今年我们的枣子大丰
收，亩产逾1500公斤，每亩纯收入至少3万
元。 ”日前，记者在祁东县风石堰镇紫冲村
酥脆枣基地看到一派繁忙景象，许多外地
货车排队等着装货。 湖南新丰果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曾建新介绍， 紫冲村近300户种
枣村民真正实现了“1亩脱贫，5亩致富”。
据了解，目前，祁东县种植枣树5.5万余亩，
年创产值2.8亿元，3.5万户枣农增收。

祁东是农业大县， 地处衡邵干旱走
廊腹地， 2012年被列入省扶贫开发工作
重点县。 为彻底摘掉贫困“帽子”， 该县
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 壮大发展县

域经济。 按照“跟踪政策、 做大总量、
做强产业、 富裕农民” 的工作要求， 从
2013年起， 实施“五个十万” 规划。 即
用5年时间， 开发建设10万亩油茶、 10万
亩枣子、 10万吨薯粉加工、 10万亩商品
蔬菜、 10万亩黄花菜。 并将推进农业产
业化与扶贫开发工作有机融合， 帮助农
民脱贫致富。

县里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 包括连
续5年对规模枣业进行“1000万元资金帮
扶、 1000万元项目配套建设”； 重点推广
黄花菜机械烘干技术， 鼓励发展精深加
工和提高生产标准； 对新造油茶林按每
亩400元进行奖补； 整合中小企业技改等

项目资金， 加大对薯粉加工龙头企业的
扶持力度， 积极谋划建设县级食品加工
园； 每年整合资金约3000万元， 用于发
展蔬菜产业。

目前， 祁东县黄花菜种植面积达16.5
万亩， 年总产值达8亿元， 全国市场占有
率在70%以上； 油茶种植面积达12.3万
亩； 薯粉产业年加工能力达10万吨以上，
粉丝产量约占全国市场20%左右； 商品
蔬菜种植面积达3.4万亩。 全县发展各类
种养大户1450户、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432
个、 家庭农场141家、 衡阳市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41家、 规模农业生产基
地29个， 近5万名农民摘掉了“贫困帽”。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王春芳 谢小飞） 今天， 长岭炼
化公司新建的原油膜处理装置正进行最
后的优化。 运行结果表明， 原来较高的
电力消耗直降到零， 污水量少、 质清。
这是近年来长炼实现工业应用的第三项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他们此前完成的双氧水氧化制环氧
丙烷污水排放基本为零， 管式液相加氢
工艺解决了需每年填埋处理百余吨白土
废渣的问题， 并降低建设投资和运行成
本近5000万元， 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发展。
今年1至9月， 长炼累计加工原油592万
吨， 上缴税收74亿元。

长炼坚持在生产问题中发现科研课

题， 用课题吸引员工创新。 创办企业科
技论坛， 成为国家“院士专家企业行”
首站， 邀请上百位院士专家来厂交流最
前沿的科技理念和成果。 设立企业科技
创新基金， 激励科研功臣。 依托论坛支
持， 企业解决生产技术问题664项， 1845
名员工完成个人攻关课题。 近年来， 长
炼完成技术革新和科研项目5000多个，
其中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00多项， 国家
级科研成果60多项， 企业被评为全国
“创新团队”。 管式液相加氢技术被誉为
“炼油行业革命性突破”， 科技人员创造
性引入陶瓷膜技术， 油品在管道中流动
时即可完成加氢提质， 彻底改变了高温
高压传统工艺导致的高能耗、 高风险现

状。 此技术将助推我国炼油行业走向国
际领先水平。

长炼积极搭建技术和产业创新两个
平台， 推动技术创新成果“落地”。 他们
将企业科研机构改制重组为科技开发公
司， 以技术入股等形式鼓励科研人员创
新创效， 开发了新型醋酸酯等一批填补
国内空白的技术， 发展成为国家级示范
平台。 公司组织改制分流企业筹资组建
公司， 实施技术成果产业化， 每年为改
制企业带来利润2亿多元。 近日， 他们自
主研发的环氧丙烷绿色工艺又获中石化
产业推广， 该装置拥有14项国内外专利
技术， 有望为企业带来每年10亿元的产
值增长。

人民日报记者 刘磊 周立耘

“宁可经济增长一时慢一点，也要封矿育林！”
湖南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日前到湘江五大重点
污染整治区实地督察时，反复叮嘱当地干部，发展
要算生态账、民生账，保持定力。

还湘江碧透美景，3年来湖南先后关闭3000
多家污染环境的企业和小煤矿。 上半年经济形势
分析会上，很多人担心，经济增长“保8”都难。

出人意料的是，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湖南上半
年GDP增速8.5%，转型带来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初
现端倪。

关停并转，转出一个新产业
锡矿山，地处湘江上游，种植不久的草皮，已

泛出一片青绿。 这里几年前还随处可见选过的尾
矿，炼过的矿渣，寸草不生。

3年前，湘江流域掀起一场环保风暴，“政府趁
势关闭82家涉锑企业， 取缔145家手工选矿小作
坊。 ”冷水江市环保局副局长李建胜说。

锡矿人没有一关了之，而是建起一条投资2.8
亿元、年处理砷碱渣2万多吨的生产线，将剧毒砷
碱渣，转化成锑金属和砷酸钠、碱等化工原料，使
百年锑业实现了“无害化”。

关停并转，转出一个新产业。 近年来，一批以
国土生态整治、水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为主
业的环保企业， 来到湘江两岸安营扎寨。 截至目
前，全省共有各类环保企业1100余家，从业人员
13万多人，上半年实现产值750亿元，增速达25%，
有力地支撑全省经济发展。

精准发力，扶出一片新天地
中联重科，驰名中外。很少有人知道，它不仅工

程机械出名， 环卫装备也占据国内六成市场份额，
还在中东、非洲大显身手……2014年年报显示，中
联重科环卫机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2.62%，营业收

入接近60亿元，已成为全国环卫装备的行业老大。
扫马路“扫”出一片新天地。如今，中联重科正

沿着城市、农村两线，向“垃圾环境综合解决方案”
迈进。

中联重科捧出的这份骄人成绩单， 更坚定了
湖南发展新兴产业的信心。省政府要求各部门“点
对点”帮助新兴产业企业解决资金、营销等困难。

日前省政府第59次常务会议， 就加快新材
料产业发展展开讨论。 新材料产业已成为湖南
经济增长的新亮点，625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2800多亿元，占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1/4强。 会
议决定，从11个方面、用30条具体政策措施力促
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

至此，省政府坚持“一业一策”，已密集出台一
系列产业政策措施，涵盖流通、环保、文化创意等
10多个领域。

改善民生，跑出一段加速度
“比家还好，我非常满意！ ”
76岁的湘潭市民陈灵芝， 来到刚落成的下摄

司养老中心，看到这里阅览室、球馆、电视机、空调
等一应俱全，环境优美、干净、舒适，老人爽快地填
写了入住登记表。

新建2万张养老床位，是今年湖南省“为民
办实事”15个项目之一。 设有106张床位的下摄
司街道养老中心，今年2月动工，4个多月就投入
使用。

改善民生，跑出一段加速度。 今年全省涉及
民生的财政支出达1757亿元， 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68.6%，城乡居民收入分别增长8.5%和10%
左右。 15个重点民生实事项目总体进展顺利，保
障性住房和各类棚户区开工建设35.2万套，占
年度计划的67.9%。

保民生，也是稳增长。近七成财政支出投向民
生领域，改善了民生、增加了老百姓的获得感，也
为发展打开新空间，有力支撑了经济增长。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冒蕞）今天下午，
十一届省政协在长沙召开第43次主席会议。

副主席武吉海、刘晓、王晓琴、杨维刚、张大
方、欧阳斌、赖明勇、葛洪元，秘书长袁新华出席。

会议研究了省政协2016年度协商工作计划
和重点调研课题工作方案。 会议指出，制定年度
协商工作计划是中央和省委文件明确规定的做
法， 对增强协商工作规范性和权威性具有重要
意义。 重点课题调研是政协履职的重头戏，长期
以来为省委、省政府科学决策发挥着积极作用。
明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省政协2016年度协
商工作计划和重点调研课题工作方案必须紧扣
“两个率先”、“两个加快”战略目标和“十三五”
规划，聚焦精准扶贫、社会养老等事关群众切身
利益的热点领域。 要不断在实践中完善创新调
研、协商机制，进一步提升政协履职的实效性。
要广泛面向省委、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各民主

党派，工商联，省政协各专委会和市州、县市区
政协征求意见建议， 确保协商工作计划和重点
调研课题工作方案充分体现各方的呼声和诉
求，进一步提高方案的代表性和针对性。

会议研究了十一届省政协第四次会议常务
委员会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 会议指出，常委会
工作报告是政协全会中最核心、最重要的报告，
社会各方高度关注。 今年以来，省政协认真贯彻
中央、省委关于协商民主建设的决策部署，扎实
履行职能，不断强化自身建设，大力推进工作创
新，取得了新的进步、新的成绩。 要把政协履职
工作中的亮点、经验认真总结梳理好，结合即将
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 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精神和明年
工作的总体安排，把报告的起草工作做好。

会议审议了《湖南省志》（综合本）第三卷政
治卷第十篇政治协商会议（送审稿）。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左丹 通讯员
李旭林 ）“‘新湖南’ 向我们传递着一种新时代
的阅读温度。 浏览阅读‘新湖南’各栏目的重要
新闻信息， 成为我国庆假期生活的一道精神大
餐。‘新湖南’独家推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
呦支持湖南本土企业发展的感人故事，有速度，
有深度，更有温度。 ”10月8日上午，国庆长假后
上班的第一天，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在办
公室与记者聊起“新湖南”时，对“新湖南”带来
的全新阅读观感称赞有加。

“平时工作忙，‘新湖南’的诞生，让我在‘掌
上’就能知晓全省每天发生的大事、要事。 ”王柯
敏说，“新湖南”立足党媒优势，以前瞻性的新闻
视野、平民化的记录表达和全新的传播方式，给
广大读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阅读美感和精神上的
愉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平等的视角，坚

持平民化的新闻价值取向， 架起了一座连接党
和群众的温暖‘连心桥’。 如独具匠心所设置的
‘书记省长一周’等栏目，很接地气，语言风格、
表达方式都为群众喜闻乐见， 我相信许多和我
一样的读者都会欣喜点赞。 ”

王柯敏说，“新湖南” 向全世界打开了一扇了
解湖南的窗户， 这是湖南党媒人敢为人先的创新
之举，也是一种勇于彰显自我的大气和自信。随着
“新湖南”的不断发展，必将为传播湖南好声音、讲
述湖南好故事、树立湖南好形象作出更大的贡献。
由衷期待在“新湖南”这个全新的舞台上，能开设
专门的教育栏目，以生动的笔触，推出更多引领这
个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典范群像； 以群众的口碑
为准绳，推出更多老百姓“身边的好学校”； 以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办人民满意教育为标尺，推出更
多基层教育改革发展的鲜活经验。

徐德荣 黄能 胡春辉

今年3月至5月， 省委巡视组第一组
对衡阳市进行了巡视。 6月， 巡视组向衡
阳市反馈了意见。 面对巡视意见， 衡阳
市主动厘清问题， 分成3类63项进行整
改， 每一项都明确负责领导， 制订整改
方案， 规定整改时间， 并派出工作组督
查。

民生事事总关情。 衡阳市着力围绕
义务教育发展不均衡、 环境污染治理没
完全到位两大重要民生问题扎实推进整
改工作。

■整改亮点

化解城区小学“大班额”
是“一把手工程”

今年9月， 新学期伊始， 衡阳市小学
生汪贝妮成为了该市高新区衡州小学的
第一批学生。 在此之前， 她在高新区祝
融小学上学。 “以前我们班里有60多个
人， 现在只有34个， 舒服多啦。” 小贝妮
告诉记者。

衡州小学校长黄勇介绍， 高新区原
来只有3所公办小学， 由于区内适龄就学

孩子多， 许多班级出现了“大班额” 现
象， 家长多有怨言。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 区内第4所小学
衡州小学今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 目
前， 全校有20个教学班， 每班平均人数
45个。 像汪贝妮这样从其他学校“分流”
过来， 解决所在学校“大班额” 问题的
学生一共有300多名。

蒸湘区实验小学大立校区校长李艳
告诉记者， 去年8月， 该校区在原来一所
村级小学的基础上启动扩建工程， 现在
有18个班级， 每班人数都不超过50个。

（下转2版③）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周月桂）湖南省
第六届“农业机械、矿山机械、电子陶瓷产品博
览会”（简称“湘博会”），将于今年11月6日至8日
在娄底市举行， 在展会期间购买农机的农户最
高可享受38%的补贴。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在长
沙举行了湘博会新闻发布会。

“湘博会”由省政府主办，省商务厅、省经信
委、省农机局和娄底市承办，以农业机械、矿山
机械、 电子陶瓷产品为展览展销主题。 第六届
“湘博会”以“培育特色、转型发展”为主题，将同
时举办商务洽谈、项目签约、高峰论坛、农机现
场补贴等活动； （下转2版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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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亩脱贫，5亩致富”
祁东枣子、油茶、黄花菜、薯粉等产业化，助近5万农民摘掉“贫困帽”

全员科研 团队创新
长炼摘取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300多项，国家级科研成果60多项

晒晒巡视整改成绩单 整改突出民生账
———衡阳市巡视整改走笔

湖南 培育增长新动力

省政协召开第43次主席会议

最高可享38%补贴
11月6至8日请到“湘博会”上买农机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柳德新 通讯员
罗云峰）我省将实施更加有力的财政政策。 经报
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近日印发《关于积极作为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拨付财政资金的紧
急通知》，要求加快支出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开辟资金下达“绿色通道”。按照新预算法及预

算改革要求，省级专项转移支付要在预算批复后60
日内分配下达，7月15日前， 除据实结算项目外，各
类转移支付资金要全部下达完毕；中央转移支付资
金要在接到中央文件后30日内下达。《通知》强调，
省直各部门要对尚未分配下达的资金查找原因、落
实责任、限时办结。 （下转2版①）

稳增长政策更给力

湖南开辟财政资金下达“绿色通道”

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

“新湖南”传递着一种阅读温度
10月8日， 嘉禾县广发镇圳头村， 村民在收割晚稻。 今年， 该县加大国家粮食补贴政策宣传， 并组织农技人员跟踪指导， 激发

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目前， 10.6万亩晚稻陆续进入收割期。 黄春涛 摄

小鸟天上飞 农机稻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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