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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7月 21日 讯 （记 者
段云行 贺威 通讯员 何国华 康利
民）娄底市经信、卫计、财政等政府部
门工作人员，及部分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企事业单位科技工作者，近日
汇聚一堂，就如何完善娄底市“十三
五”科技发展规划集思广益，建言献
策。这是娄底全民支持科技创新的一
个缩影。

娄底是我省老工业基地，积累了
良好的工业基础。近年来，为了把科
技第一生产力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

的各方面，娄底更加注重培育先进装
备制造、新材料、生物制药、电子信
息、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发挥产
业的科技示范带动作用。这些领域的
企业，结合自身科技密集型的发展特
点，在产学研联盟、研发平台、技术中
心等建设上，不断增加人、财、物的投
入， 创新平台层次有了明显提升，数
量大幅增加。

同时，娄底科技部门加大对知识
产权奖励、保护力度，营造良好的尊
重创造的氛围。全市大力推进知识产

权试点示范建设。冷水江市率先进入
第一批全省知识产权示范县，其它县
（市、区）也紧随其后。企业员工立足
生产搞科研， 企业和个人的专利申
请、 获得量大幅增长。90%以上的企
业发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全民创新
成效明显。

“十二五”期间，娄底建成
了国家电子陶瓷产品质量检验
检测中心和国家重金属污染防
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产业化示
范基地2个国家技术平台。湖南

省铝合金半固态成型工程技术中心
等19个省级科技平台， 大部分由企
业建设。全市企业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1项，获多个省科技进步奖。专
利授权量达3837件，并以每年12%的
速度增长，专利申请量、授权量和增
长率都位居全省前5位。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记者 李
文峰 通讯员 刘洪文 罗颖 罗程 ）

“个大、色艳、肉脆、香甜……炎陵黄
桃真好吃！”7月21日，2016年中国
湖南·炎陵黄桃大会在炎陵县中村
瑶族乡拉开帷幕， 各路观光客和经
销商慕名而来， 对当地所产黄桃争
相抢购。

炎陵县地处罗霄山脉中段，平均
海拔达800米，森林覆盖率居全省之
首，达到83.55%。其独特的高山气候

适合发展黄桃等生态产业。县委书记
黄诗燕表示，为全面建设美丽幸福新
炎陵，该县把黄桃作为富民产业优先
发展。目前，“炎陵黄桃”通过了国家
绿色食品认证，并成为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炎陵县也获评“中国优质
黄桃之乡”。

近年来， 炎陵县还推行“合作
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促使“炎
陵黄桃”快步迈向标准化、区域化、规
模化和产业化。目前，全县种黄桃2.6

万亩， 形成了以中村瑶族乡及霞阳、
垄溪、下村、十都等5个乡镇为主的炎
陵黄桃生态特色经济产业片区，今年
挂果近1万亩， 产量可达4300吨，1.2
万果农人均可增收上万元。

这次炎陵县举办黄桃会，旨在进
一步畅通黄桃市场渠道，扩大品牌美
誉度， 持续推进生态农业休闲游。黄
桃会将持续至7月底。

黄桃会开幕当天，作为全国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炎陵县

政府与京东集团、 湖南搜农坊、苏
宁易购等签订了电商服务平台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当地炎陵搜农坊
等企业也分别与中国邮政炎陵分
公司、顺丰集团签订商贸物流战略
合作协议。“现在，淘宝、阿里巴巴
等都建有炎陵馆或炎陵产业带，全
县有丰农、 耕夫子等100多家企业
和专业合作社加盟……”当地一位
果农高兴地说，依托电商，致富路
子会走得越宽越远。

雨花区取缔
16家“黑诊所”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毛敏轩
姚学文 苏继纯）7月20日，长沙市雨
花区卫计局、 公安分局等组成联合
行动组，采取突击行动，对非法行医
窝点进行集中打击的整治行动。捣
毁“黑诊所”两家，责令整改1家，立
案处罚2起， 没收一批药品器械、诊
疗床。

下午3时整，随着统一行动的号
角吹响， 各部门迅速到达前期已摸
排清楚的“黑诊所”地点，及时控制
现场及行医人员。莲湖村圭塘路602
号的一家黑诊所，设施、设备都极其
简陋， 只有两个床位， 卫生条件恶
劣，药品随意摆放在柜子里，或放在
床底下。 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严肃查
处， 黑诊所的所有医疗设施和药品
都被搬走。 在涟源百货城22栋黑诊
所，执法队员搜索出大量违规药品。

“医生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店
铺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同时
存在大量药品。”执法人员记录下现
场的情况，并让经营者确认签字。今
年以来， 雨花区有关部门共开展巡
查12次， 查处立案医疗机构违法违
规行为3人次，打击非法行医行动16
次，取缔“黑诊所”16家。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通讯员 夏
孟琦 记者 李寒露）7月21日， 记者在
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行政中心采
访时看到，在面积达5800平方米的屋
顶上， 工人们正在栽种耐旱性植物佛
甲草、鼠尾草等观赏性植物，屋顶不仅
将成为景致典雅的小花园， 也将成为
一个天然大“空调”。

据介绍，目前常德市正在进行的海
绵城市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包括
地下管网建设等， 也包括建筑屋项改
造。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行政中心屋顶花
园，便是按照海绵城市理念进行设计与
施工的，它依次铺设有阻根层、防水保
护层、蓄排水板、过滤层等设施，让绿化
层面与屋顶之间有4厘米隔离空间，以

避免绿化植物、泥土等对混凝土的侵蚀
破坏，防止屋顶渗水、积水。一旦降雨，
雨水可被绿化植物、 泥土吸纳并下渗。
当蓄排水板水量达到饱和后，多余的水
还会沿着屋顶原有的排水管网流向排
水沟，最终排入地面景观水池，可用于
绿化浇灌，形成雨水循环利用。

常德市园林局负责人介绍， 该市
正在对城区屋顶进行绿化， 到今年底
可完成绿化10万平方米。 对新建建
筑，将大力推行屋顶绿化，让市民享受
新的“绿色福利”。

全民支持科技创新

该县种植2.6万亩，今年挂果近1万亩，1.2万果农人均可增收上万元

———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 （通讯员
陈飞 刘光）近日，桃源县地税局第
一党支部全体党员来到中国工农红
军红二六军团桃源指挥部遗址。站
在鲜红的党旗前， 大家正襟肃穆，
高举右手，重温入党誓词。大家认
真观看了红军革命历程的文字记
载，感受革命先辈为了建立新中国
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事迹。随后，
全体党员来到沅江岸边的红军码
头， 临江而坐， 聆听党史军史。课
后，大家都表示来到这种具有厚重
历史感的地方， 精神上受到洗礼，
思想上更加集中，真正实现了学有
所得、学有所悟。

这是桃源县地税局践行“两学

一做”的一个缩影。自“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开展以来， 该局高度重视学
与做的结合，8个基层党支部全部配
齐学习资料和书籍，定期开展支部书
记讲党课等活动。同时，利用局里微
信公众平台打造移动版党建知识学
习园地， 让广大党员干部随时随地
学。并在全体党员干部中开展“以身
示范、向我看齐”活动，层层树立模范
意识，党员带头守党纪党规，对照“四
讲四有”标准争做合格党员。在党员
干部引领下，该局今年上半年完成组
织收入4.58亿元， 位居常德市前列，
文化建设也结出硕果，继去年获评全
国文明单位后，又入选全省地税系统
文化建设先进单位二十强。

桃源地税：层层树立模范意识

7月21日，嘉禾县晋屏镇稻香园，游人开心观景游览。时下，占地1600亩的“稻香园”内百花争艳、稻穗飘香、果
实累累，每天吸引了周边众多游人。 黄春涛 摄

稻田变公园

常德对城区屋顶进行绿化
今年底可完成绿化10万平方米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向晓玲 陈水刚 李建林）高校
招生录取正在进行，为刹住举办“升学
宴”“庆功宴”、“谢师宴”等歪风，泸溪
县教体局近日下发通知， 严禁师生操

办和参加有关事项。
规定要求，该县教体系统各学校、

各公职人员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
操办、参加“升学宴”，或以“庆功”的名
义请客送礼。 并重申纪律规定， 打好

“预防针”、架设“高压线”，严禁教体
系统党员干部和教职工借子女升学之
机，大操大办、借机敛财。目前，该县教
体局纪检组正对全县有子女参加高考
的公职人员进行摸底调查， 并与其一
一签订不操办和不参加“庆功宴”、“升
学宴”、“谢师宴”公开承诺书。

湖南日报7月21日讯（记者 姜洪
李秉钧 通讯员 侯筱彬 扶丽容 ）今
天， 记者从郴州市了解到， 今年上半
年，该市风力发电8.8亿千瓦时，同比
增长115%。目前，该市共有19个风电

项目实现并网发电， 并网发电风机
397台、 装机总容量78.63万千瓦,� 并
网装机规模占全省近一半。

近年来，郴州市大力发展风能、生
物质能、光伏发电等新能源。自2010

年我省首个风电场———仰天湖风电场
在郴州并网运行以来，已先后有20多
家新能源发电企业入驻郴州，39个风
电项目被纳入国家、 省核准计划。另
外，3个生物质能发电项目先后建成投
产，2个光伏发电项目纳入省年度开发
建设方案。今年，郴州还被列为省光伏
扶贫首个试点城市。

湖南日报 7月 21日讯 （记者
段云行 通讯员 杨亲福 曾飞跃）7月
19日，新化奉家镇“两学一做”督导组
来到报木村，由全部9位村民小组长
和刘寿安等9位群众代表给党员评
分。 在村里的15名党员，12人获得
90%的“满意”，2人获得70%的“基本
满意”，1人获得65%的“不满意”。不
满意者被请到现场，当场“诫勉”。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奉家镇党委从严把握“学”的基础，从
严突出“做”的关键。在“学”上，围绕

主题，学有成效，提升党员学习自觉
和能力水平。奉家镇党委认真听取群
众对学习教育的评价与建议，积极给
予回应。 广大党员以实际行动做好
“两学一做”答卷。横南村老党员奉礼
兴自费买来理发工具，义务服务行走
不便的老人。横南村老党员彭青山取
消做寿酒的计划，捐款1万元修建连
村公路。督导小组及时将发现的先进
典型在微信群和专栏中公布。 如今，
奉家镇党员及党员干部的形象大大
提升，干群关系十分融洽。

奉家镇：紧贴群众标准开展“两学一做”

湖南日报 7月 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王恩富) 记者在日
前召开的永州市上半年财税工作座
谈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该市实
现财政总收入83.2亿元， 同比增长
25.3%， 收入增幅超过全省平均水

平16.9个百分点， 排名全省市州第
一。国税部门净入库21.2亿元，增长
幅度达34.4%； 地税部门完成收入
36.2亿元，增长17.9%。财政部门完
成25.8亿元，增长29.4%。三项增幅
均排名全省第一。

永州国税地税财政收入
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郴州上半年风力发电8.8亿千瓦时

泸溪狠刹“庆功宴、升学宴、谢师宴”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96 3 3 9
排列 5 16196 3 3 9 8 6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娄底
已建成2个国家级技术平台、19个省级平台

炎陵 客商云集抢购黄桃

湖南日报 7月 21日讯 （金慧
刘婷 张蓉） 为进一步深化商事制
度改革， 长沙市工商局近日发布了
《企业名称登记负面清单》和《工商
登记投资（任职）资格负面清单》。

根据文件，《企业名称登记负面
清单》共列入企业名称登记中18项
禁止或限制事项， 如企业名称中禁
止使用汉语拼音字母或阿拉伯数
字，禁止使用部队番号或者代号，禁
止使用带有殖民文化色彩、 含封建
文化糟粕的、 格调低级、 庸俗的字

样， 禁止使用被吊销或被撤销登记
未满3年的企业名称、注销登记未满
1年的企业名称等。

在《工商登记投资（任职）资格负
面清单》文件中，包含投资和任职2类
负面清单， 其中12类身份被禁止或
限制投资，如公务员、现役军人、党员
领导干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等；21
类身份被禁止或限制任职， 如公务
员、被列入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企业
法定代表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等。

长沙市工商局发布2份负面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