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名戒毒所民警
踊跃无偿献血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徐亚平）“医
师，先抽我的吧。”今天14时许，岳阳市强制隔
离戒毒所办公楼前坪停着的献血车前， 民警
们排着长队献血。

随着气温逐降， 参加无偿献血的人越来
越少，医用血源紧张。10月初，岳阳市强制戒
毒所在民警中发出无偿献血活动倡议， 得到
民警们的踊跃响应。 经过1个多小时的验血、
采血， 有20名民警参加此次献血， 共计采血
7700毫升。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陶芳芳 王若
飞） 第24届中国国际广告节公益广告黄
河奖颁奖典礼、 第三届全国广告产业发
展联盟大会，10月20日至21日在长沙市
天心区创谷·长沙（国家）广告产业园相
继举办。 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知名广告
行业企业集聚天心区， 探索广告与文化
创意共享、共赢新思路，助力该区进一步
提升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效应”。

天心区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
该区立足文化特色与优势， 把文化创意
产业列为区域六大发展产业之一， 多措

并举推进文化创意产业特色化发展。该
区借力平台聚产业， 率先在全国实现长
沙天心文化产业园、创谷·长沙（国家）广
告产业园和中南国家数字出版基地3大
国家级文化产业发展平台聚集， 为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空间。 高端平
台效应凸显，央视网、湖南卫视、湖南广
电、中广天择等文化企业纷纷入驻。

该区鼓励创新强产业， 通过政策引
导、资金帮扶等系列方式，引导了一大批
文化企业改革创新、做大做强。如中广天
择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探索机制创

新，走出了一条“原创视频制作+版权”专
业化经营之路，今年8月1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鸣锣上市。

围绕“文创+科技”“文创+金融”“文
创+旅游”“文创+体育”等领域，该区打造
贺龙体育中心体育演艺片区、 长株潭休
闲文化商圈等一批文化创意融合示范项
目，推动文化与各类要素深度融合，让文
化创意产业更具活力。

如今， 天心区文化创意产业焕发勃
勃生机。截至目前，全区共集聚各类文化
企业上千家， 一家家企业成为天心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引擎， 如成立于2012
年的大球泥瓷艺公司预计今年产值过1
亿元，成为高端艺术陶瓷行业的佼佼者。
据悉，天心区将力争到2020年，实现文化
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区GDP比重达10%
左右，助力区域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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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南19家企业
签约产业扶贫
对接帮扶42000余名贫困人口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阳新）
今天，衡南县举行产业扶贫签约授牌仪式，19家企业现场
签约，将对接帮扶全县42000余名贫困人口。

湖南广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这次签约仪式的
企业之一。 该公司是一家集玫瑰花、 水果种植加工和水
产、蛇类、玫瑰香猪等特色养殖加工于一体的农林产业企
业。目前，公司通过直接帮扶，在衡南县栗江镇帮扶100余
户贫困户养殖玫瑰香猪。公司免费提供仔猪，交给贫困户
零风险养殖，并负责收购。在委托帮扶方面，该公司签订
了5000余份贫困户劳务协议， 计划共帮扶8000余人。该
公司在衡南县5个片区开发了玫瑰花基地，贫困户每月在
基地劳作可拿到2000元至3000元工资。

据悉，42000余名贫困人口将采取“公司+基地+农
户”和股份合作等方式加入到企业中来。该县农业局产业
扶贫负责人肖勇勤说，对有劳动能力、有致富愿望的贫困
人口，采取直接帮扶方式；对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通过委托帮扶的方式，对接到全县19家示范企业中。

邵阳首次启用
电子招投标系统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尹华
增）10月19日上午， 洞口县洪茂水厂土建项目招标在邵
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完成开标、评标。这是邵阳市首个
水利工程电子化招标项目， 标志着邵阳市正式启用电子
招投标系统。

“电子招标真是方便，我们再也不用像以前一样提前
一天赶到长沙去开标了，在市内就能当天评完标当天回，
既节约时间又减少差旅成本，真是一举多得。”洞口县水
利局向干激动地说道。

“水利工程电子招投标系统的正式启动，将进一步规
范全市水利工程交易市场， 减少水利工程招投标工作人
为干预因素，促进招投标过程公开透明、便捷高效，有效
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邵阳市水利局质监站站长周乐群
表示。

目前， 邵阳市电子招投标系统的硬件和软件已经调
试完毕，正在全市推广。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彭勇）“农场豇豆、茄子、苦瓜、丝
瓜、辣椒5个蔬菜品种获得国家农业部绿
色食品认证，蔬菜销路好，今年前三季度
仅网上销售纯利润就有50万元。” 今天，
在岳阳市屈原管理区边山家庭农场，董
事长易勇介绍说， 该农场流转土地面积
988亩，种植水稻、蔬菜、水果，养殖青蛙、
龙虾。目前，该区注册家庭农场已达115
家。

近年来， 屈原管理区立足农业特色
优势， 积极培育以家庭农场为重点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 将一个个家庭个体组
成“大家庭”式的产业联合体。该区加大
奖励扶持力度， 出台培育壮大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的奖励扶持措施。其中，对获得
“全国种粮大户”“全国十佳农民” 荣誉称
号的奖励10万元；对获得“三品一标”的
优质农产品给予奖励5万至10万元。区里
每年设立1000万元的农业创业孵化担保

基金， 凡入孵企业根据担保可向银行贷
款10至200万元，两年内由区财政全额贴
息。该区还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先后成立
1个院士工作站和2个博士后工作站，引
进院士1人、博士14人、硕士13人、研究员
4人，分别担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
顾问；同时，与11个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
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该区整合各类教育
培训资源，开展种植、养殖、农机、创业、旅
游等培训， 今年已培训新型职业农民

3520人。
该区家庭农场引领现代农业迈出坚

实步伐。 由全国人大代表杨莉领办的洋
利农贸家庭农场，按照“10万亩基地、年
产值10亿元”的“双十”目标，全力打造栀
子种植—加工—旅游产业链。目前，投资
1.5亿元的标准厂房、实验室和7条生产线
已基本建成，生产栀子苷、精油等四大系
列产品。10月19日，该区荣膺第一批国家
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鹤城区
实施“一户一产业工人”培训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
讯员 向凌）“区总工会给我们送的不仅是育
婴技术，更是致富本领。”10月23日，刚参加
完怀化市鹤城区“一户一产业工人”培训的下
岗女职工张玖香乐呵呵地说。

据了解，张玖香这次参加的是“一户一产
业工人”育婴技术培训，首批培训有20余名下
岗女职工参加。培训后，学员可参加国家有关
从业资格证考试， 并优先输送到家政公司工
作。

去年来，鹤城区积极实施“一户一产业工
人”培训工程，通过举办“育婴师”、计算机等
各类实用技术培训， 致力于实现培养一人就
业、致富一家、带动一方的目标。至目前已培
训363人，实现新增就业261人。

宁乡
40名“新风”典型受表彰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李曼斯 王天花）

孝老爱亲的“清白家风”代表熊学文、拒绝吃
请礼金的“清廉政风”代表刘建国、舍小家为
大家的“先锋模范”代表周回龙……今天，宁
乡县第八届“廉政文化周”开幕，40名新风典
型在开幕式上受表彰。

宁乡县委常委、 县纪委书记张武介绍，
“廉政文化周”作为宁乡县廉洁文化建设的标
志性品牌， 自2010年推行以来备受好评。本
届“廉政文化周”从10月23日至27日，共有新
风典型评选表彰活动、廉政大家访、户外廉洁
知识挑战赛等8项活动，为全县党员干部奉上
一份廉洁文化大餐。

桂阳
古戏台成廉政教育平台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通讯员 彭广业）

“子龙不为色诱，不为利动，真英雄也。”10月
23日上午， 桂阳县洋市镇庙下村雷氏宗祠古
戏台热闹非凡， 人们聚精会神地观看着该县
湘剧保护传承中心表演的湘剧《赵子龙计取
桂阳》。

桂阳目前有宗祠古戏台300余座， 剧团
30多个。近年来，桂阳县精心组织创作了《赵
子龙计取桂阳》《一天太守》 等一批廉政题材
剧目。这些剧目具有浓郁的桂阳地域风情，群
众愿意看，演员乐意演。该县剧团充分依托宗
祠古戏台，深入开展“百座戏台千场戏”活动，
传播廉政文化，寓教于乐。今年来，桂阳县300
多座宗祠古戏台共演出戏剧近2000场，一个
个廉政教育题材剧目，让党员干部深受教育。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史琴 龚卫国

“大家抓住好天气，赶紧摘葡萄。”
10月23日， 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大树坳
乡新庄村葡萄园里， 村委会委员张应
伍正组织村民采摘葡萄。

“怀化市城建投672件、公路局240
件、高新区400件……大家加把油，赶紧
发完这一批，再把步步高集团预订的3吨
葡萄送过去。”张应伍对村民们说。

新庄村是省级贫困村， 国家开发
银行湖南省分行扶贫工作队入驻该村
后， 带领村民大力发展高山葡萄。今
年， 全村1200亩高山葡萄产量达400
万公斤。 在当地政府和驻村工作队努

力下，新庄村葡萄已销售一半，但仍有
200万公斤待销。

“今年怀化地区葡萄普遍丰收，但
遭遇市场行情低迷、 气温骤降等不利
因素，导致销售不畅，量价齐跌，大家
心里都很急。”张应伍说，幸运的是，很
多人关注新庄村的高山葡萄， 许多企
业和单位纷纷加入销售葡萄的行列，
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

“芷江大树坳乡新庄村高山刺葡
萄亟待销售， 大家都来帮一把。”10月
20日晚上6时左右，正在北京开会的党
的十九大代表、步步高集团党委书记、
总裁陈志强收到一条微信， 知道了新
庄村葡萄待销的信息。

陈志强连夜给公司产业扶贫部门

及超市采购部门下达指令：“步步高人
迅速行动起来，利用省内200多家实体
超市门店的优势， 为新庄村的老百姓
解决葡萄滞销问题。”21日一大早，步
步高集团产业扶贫部门及采购部门负
责人乘高铁赶赴新庄村， 帮助当地农
户解决葡萄销售问题。

“我们对葡萄园进行了实地考察，
与种植户们就葡萄串型、品质、价格、
运输包装、 收货标准等采购细节达成
了共识。”23日上午， 步步高集团扶贫
管理部副总经理杨庭轩告诉记者，新
庄村的葡萄将直接送至湘潭的冷链仓
库，收购价每公斤4.8元。

“如果销售情况理想的话，我们将
加大采购量。”杨庭轩说。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贵

10月23日， 在郴州市苏仙区栖凤
渡镇河头村莲山庄园，小桥、流水、花
卉等田园景致引来不少游客。 一个别
具风格的舞台上， 演员正在表演台湾
少数民族风情歌舞。

“创办莲山庄园，是我看到了大陆
农业转型的巨大机遇。”定居郴州多年
的台胞曹显鸿是莲山庄园的创办人，
今年44岁，是第三代台胞，出生在郴州
市苏仙区栖凤渡镇河头村， 籍贯是台
湾新北市。“我也可以算是地道的郴州
人。”曹显鸿介绍，他1995年大学毕业
后找到过一个“铁饭碗”，但他认为工
作虽优越，但不适合其性格。1998年他
辞职下海，开始在郴州创业。

“我做过景观灯饰、城市景观、景

观园艺、花卉苗木等，一路走来，可谓
‘创业不止、转型不断’。”曹显鸿说，当
一个行业做到一定程度时， 就要顺势
转型， 用创新思维推动事业不断向前
发展。

为响应建设美丽乡村的号召 ，
2015年， 曹显鸿回到自己出生地河头
村，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他投资1.2亿
元，在河头村流转土地2200多亩，建设
莲山庄园。 并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文
化，特别是饮食、歌舞文化以及台湾生
态农业与精致农业融入庄园建设中，
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台湾风情
农业产业园。

“我们围绕‘乡村休闲旅游与台湾
风情现代农业产业’ 两大主题， 建设
‘一心一园八区’。”曹显鸿介绍，“一心
一园八区”即乡村休闲旅游中心、台湾

风情现代农业产业园， 以及精品园艺
观赏区、生态蔬果采摘区、绿岛嬉水游
乐区、传统农事体验区等。

如今， 莲山庄园已被评为省五星
级休闲农庄、五星级乡村休闲旅游点，
去年实现营业收入3000多万元， 为当
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200多个。

为让更多台湾青年到大陆找到发
展机会，去年底，曹显鸿还与台湾少数
民族议事联盟合作共建， 为台湾少数
民族青年在大陆创业就业开辟一条新
路径。 莲山庄园的台湾少数民族特色
风味餐厅“宝鼎香”总经理根玮晨说，
其团队有10人，都是从台湾过来的，庄
园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平台。

“我们庄园正在进行二、 三期建
设，将把台湾文创产业、特色物产销售
等‘特产’引进来。”曹显鸿说。

天心区文化创意产业生机勃发
力争到2020年实现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0%左右

农业产业由个体向联合体进军

屈原管理区家庭农场生意盎然

新闻集装

曹显鸿：把台湾“特产”引入郴州

步步高助农销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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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六 2194 223 489262

2 63

首批越冬候鸟飞抵松雅湖
10月23日下午，湖南松雅湖国家湿地公园，一群白骨顶鸡在荷塘月色景点浅水区觅食嬉戏。近日，松雅湖迎来了斑嘴鸭、

绿头鸭、骨顶鸡、凤头 等首批越冬候鸟栖息。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创业记

岳麓区推行“路长制”
48条城区主要道路有了“管家”

湖南日报10月23日讯 （记者 郑旋 通讯员 李洋）检
查绿化带有无垃圾杂草、路上有无乱停乱放车辆、隔离护
栏有无积尘……今天， 长沙市岳麓区率先在全市启动城
市管理“路长制”，为每条道路及路段设立1名路长，配上
专门“管家”，对大小道路进行综合整治。

据了解，“路长制”管理覆盖金星大道、岳麓大道、咸
嘉湖路等48条城区主要道路，按照“一路一长、属地管理”
的原则，由区级领导担任一级路长，各街道书记、主任担
任二级路长，实行“巡查、反馈、处置、督查、通报”的管理
流程，对责任路段的市政设施、绿化维护、环境卫生、市容
秩序、城市斑点、“门前三包”等进行定期检查，发现问题
及时督导解决。每周，路长对责任路段的巡查不少于1次。

为推动全民参与城市管理，岳麓区还同步启动“行走
岳麓、倡导文明、洁净靓城”活动，采取“随意走、有意看、
随手拍、及时交、限时办”的方式，发动广大群众通过电话
或微信举报的形式参与巡查， 第一时间治理城区环境和
不文明行为。同时，成立全市首个城管教育实践基地，全
面组织学校、企业、物业和社区志愿者，每月定期上路发
放宣传资料、开展文明劝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