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务公开栏背后的故事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毛钦） 资兴市2个签约项目
均已开工， 永兴县签约项目2个均已开
工……12月21日， 郴州市通报2017湖
南（郴州）第三届特色农产品博览会签
约35个项目履约情况，其中16个项目已
经开工，5个正在办理项目前期手续；还
有14个项目在进一步洽谈中。

“2017湖南（郴州）第三届特色农
产品博览会签约后20来天的时间里，
先后有60%的项目履约。” 郴州市农委
主任李建军介绍，博览会签约后，市里
多次调度11个县市区及市直农口单位，
就项目履约情况看现场等，为项目落地
开工排忧解难。安仁县万吨枳壳中药材
批发市场项目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在农
博会签约后，市县两级全程代办相关手
续，10天内完成了项目选址、 公司注册
等工作， 目前该项目已到位资金5000
万元，完成了项目土地租赁，项目环评
手续正在办理，效率很高。

今年以来，郴州市注重招商引资项
目的履约率，建立招商项目合同备案督
办机制，已签约的招商项目合同文本报
同级投资促进部门备案。同时，该市全
面实行一个项目一名联系领导等“四个
一”推进机制和“一月一联席、一月一核
查、一月一通报”的工作机制，促进签约
项目的落地开工。针对签约项目在一定
期限内未履约或中断的，该市启动相关
约谈机制或实施退出机制。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李青松）12月22日，沅陵县石墨烯
产学研项目开机启动仪式在沅陵县工业
集中区举行，由武汉大学与湖南汉沅墨烯
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首条石墨烯生产线
正式开始生产“新材料之王”石墨烯。

石墨烯被称为“黑金”，有“新材料之
王”的称号，系一种新型纳米材料，是国
家“十三五”战略计划新材料中所列的重
点名目， 在航空航天及军工领域和其它
方面得到广泛的应用。

沅陵县石墨烯产学研项目于2016年7
月由沅陵县政府、武汉大学与湖南汉沅墨
烯科技有限公司三方签约， 今年3月正式
落户沅陵工业集中区。项目内容包括进行
石墨烯的量化生产，进一步进行石墨烯应
用工程的研究并开发出其下游产品，在推
进石墨烯的产业化进程中抢占行业制高
点。项目总投资2亿元，整个项目全部建成
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5亿元。

武汉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教
授、石墨烯项目首席科学家潘春旭介绍，
该项目技术层面由武汉大学负责， 该校
在石墨烯的量化生产方面已取得突破性
的进展， 并将在湖南汉沅墨烯科技有限
公司设立武汉大学博士后流动工作站，
成立石墨烯应用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为
石墨烯的应用作深入的实验与研究，力
争开发出更多的石墨烯下游产品。

湖南（郴州）农博会
签约项目六成已履约

沅陵首条石墨烯
生产线正式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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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周俊 刘芾
吴晔）12月17日，娄底市“项目建设大比
拼”再次升温，当天共有19个项目实现
开工或竣工。

去年来， 娄底将项目建设作为稳增
长的主动力、“奋力赶超”的主引擎，持续
开展“项目建设大比拼”活动。今年，全市
共有395个重点建设项目列入“项目建
设大比拼”活动，1至11月累计完成投资
725亿元， 预计全年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373亿元， 同比增长14.5%。 仅12月

份， 全市集中开工竣工项目就达44个，
涵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生
态环保等多个领域。

娄底市开展“进村庄社区、进项目工
地、进实体企业”服务活动，各级领导干
部深入实体企业和重点项目， 做好跟踪
服务，解决问题和困难，促进项目落地生
根。对省重点建设项目和投资额度大、带
动能力强、关联度高的57个项目，由市级
领导挂点推进。实施项目挂点包干、推进
报告书和督办函、限时开工（竣工）交办、

项目审批和动态调整、 审批限时办结奖惩
等五大制度， 形成强有力的项目建设责任
体系。实行定领导、定人员、定工期、定进
度、定质量和责任包干工作机制，推动项目
快建、快成、快落地。开展全市重点建设项
目观摩评比， 通过现场观摩， 各地相互学
习、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形成了“比、学、
赶、超、帮”推进项目建设的浓厚氛围。

同时， 强化协调服务， 在工作效率上
“零延误”，在工作质量上“零差错”，在工作
服务上“零距离”。将政府投资项目审批环

节简化归并为立项审批、 初步设计及概算
审批、 施工图联合审查、 建筑施工许可审
批，将核准制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审批）环
节简化归并为项目核准、初步设计审批、施
工图联合审查、建筑施工许可审批，提高审
批效率。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万中平 杨建华）“今天办理信用
贷款8万元，不到1分钟，资金就到账了。”
12月20日上午，衡阳县西渡镇天星村山
冲蛋鸭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钟国祥来
到衡州农商银行英陂支行， 办理农户信
用贷款。信贷员打开“农户信用信息管理
系统”，确定钟国祥系一级信用户，迅速
为他办理贷款手续。

钟国祥告诉记者， 元旦春节即将来
临，市场鸭蛋需求量增大，这次贷款是用
来收购鸭蛋的。

人民银行衡阳县支行负责人刘佳星
介绍， 过去农户贷款存在抵押担保难等
困难，尤其是贫困户难以得到贷款支持。
金融机构对农户信息不了解， 而农户也
不了解贷款政策和流程。去年11月，按照
衡阳县出台的“农户信用信息系统建设

方案”，人民银行衡阳县支行依托衡州农商
银行信贷管理系统，开发“农户信用信息管
理系统”，对农户开展信用信息采集及评级
授信，建立数据库。

衡州农商银行还与县扶贫办、财政、农
业、 民政等部门衔接， 采集建档立卡贫困
户、种养大户、低保五保等农户基本信息，
作为对农户评级授信重要指标， 精准确定
农户信用等级和测算授信额度。 农户信用

等级分为一至四级， 评为一级信用户的最
高信用贷款额度可达10万元。

衡阳县县长孙鹏伟告诉记者，至12月20
日，该县“农户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已录入农
户信用信息14717户， 评级授信农户10468
户，发放农户信用贷款1.58亿元。基本解决了
农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 实现农村产融对
接。全县各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发放同比增长
33.6%，农户诚信意识也明显增强。

湖南日报记者 戴勤
通讯员 刘飞 李纪辉

12月17日，邵阳县白仓镇鸟语村村
部外大路边，围了一群人。原来，村民们
在细看村务公开栏里的公开项目。12组
村民蒋建平竖起大拇指， 对记者说：“现
在村务公开栏对村里的事讲得清清楚
楚，我们看得明明白白，相当满意。”其他
村民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蒋建平坦言， 他以前不怎么相信村干
部。“3年前村务公开事项用粉笔写在一块
小黑板上，一场雨就冲得干干净净，大家想
看都看不了。后来改用一块简易公示牌，但
内容还是更新少。”蒋建平说，今年标准化
村务公开栏建成， 大家关心的事上面都看
得到，他对村干部的误解彻底消除了，而且
变成了村干部的“铁杆”支持者。

邵阳县民政局局长肖剑华告诉记者，
今年由县民政局牵头， 对全县所有村的村

务公开栏进行了“升级”。 鸟语村的村务公
开栏建在村部前的道路旁， 公开了村里资
金使用、精准扶贫、项目实施、基层党建等
信息，成为了村里的“明白墙”。

鸟语村党支部书记蒋卫安介绍，以
前一些村民对村干部有误解， 特别是在
专项扶贫资金、 涉农整合资金等资金使
用和项目建设上， 怀疑村干部“雁过拔
毛”。现在通过村务公开，村里搞了什么
项目， 上级拨了多少钱， 钱用到哪些地
方，开支合不合理，都一清二楚。误解消
除了，村干部和村民的心贴得更紧了。

在鸟语村村务公开栏里， 公示了一
个水厂工程项目， 上面写着项目预算总
投资143万元，10月动工、 年底完成，项
目新建取水坝、一体化消毒设备、铺设管
网等情况一目了然。蒋卫安说，项目年底
完成后，会再将支出明细进行公示。

水厂工程项目在村务公开栏公示
后， 村民对工程施工进度和质量等十分

关心。7组村民蒋满生多次到施工现场查
看施工情况，还提出了清淤、加大取水坝
存水量的建议。“建议很快得到了村支两
委采纳。”蒋满生说，村支两委与施工单位
协商，对取水坝进行了清淤，将储水量由
原400余立方米扩大到600多立方米。

“把村民关心的事都公开出来，也让
村干部少做了许多无用功。” 蒋卫安举例
说，以前一些村民对精准扶贫兜底保障政
策不了解，经常询问村干部，村干部要花
时间反反复复做解释工作。政策摘要贴出
后，村民对相关政策一目了然。2组村民邓
学文的母亲今年101岁， 邓学文曾四处打
听母亲的保健补贴，有人说每月400元，有
人说是500元，到底是多少？新村务公开栏
政策摘要显示，百岁老人保健补贴是每月
300元，邓学文的疑惑消除了。

“误解消，人心齐。目前，村干部和村
民心往一处想，大家建设家乡的热情特别
高。”蒋卫安兴奋地说。

娄底项目建设“拼”出活力
12月份完成开工、竣工项目44个

衡阳县农户精准评级授信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同比增长33.6%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周月桂 雷鸿涛）一批
500公斤“黔阳冰糖橙”经检验检疫合格后，12月20日空
运至加拿大，这是我省冰糖橙首次出口。

近年来，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挖掘辖区内特色
优势农产品，实施一对一保姆式精准帮扶，把直接进出口
作为突破口，为精准扶贫拓宽了新路子。

洪江市“黔阳冰糖橙”种植面积20.3万亩，年均产量
达41万吨， 在今年公布的湖南十大区域性农业品牌中，
“黔阳冰糖橙”榜上有名。

为帮助“黔阳冰糖橙”实现直接出口，怀化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主动与洪江市政府搭建沟通协作机制， 开展产业调研、
帮助选基地定企业、牵线搭桥引进外贸公司、进行技术支持、
提前取样检测把关、保姆式通关便利服务等系列精准帮扶举
措。据运城美亚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介绍，接下来该公司将
以集装箱海运方式将更多的冰糖橙销往加拿大。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您好，有什么需要？”“我能帮您什
么？”12月22日，永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
科，护士马连芳亲切的声音在科室回荡。

12月20日晚，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州县
59岁的唐玉明在永州市28路公交车上突
发疾病，马连芳跪在公交车过道上，对他
进行口对口人工呼吸、实施心脏复苏术长
达10多分钟， 直到把唐玉明送到医院。此
事被《湖南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永州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护士长周
艳萍对记者说， 马连芳做事扎实， 能吃
苦，有奉献精神，对她关键时刻挺身救人
并不感到意外。

1988年12月，马连芳出生在双牌县
平福头乡冲头村。她6岁时，父亲患心脏
病突然去世。从此，姐弟3人靠母亲打工
抚养成人。家庭的重担，让她从小就能吃

苦耐劳。老师和大家的关怀、帮助，让她
一直心存感恩。她常说：“受人滴水之恩，
当涌泉相报，要尽自己的能力传递爱心，
帮助他人。”

2010年，马连芳大学毕业后，进入永
州市中心医院工作， 被安排到重症监护
室，这一干就是5年。2012年4月，永州爆发
儿童手足口病，永州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
室接诊了一名5岁的患儿。入院时，患儿多
次呼吸衰竭，高热惊厥、抽搐。医生给她做
了气管插管、 气管切开等一系列紧急治
疗。马连芳主动请求对患儿进行“一对一”
专人护理。患儿呼吸不畅时，马连芳就采
取对她拍背等措施，零距离护理，丝毫不
担心被传染，还时常逗她开心，跟她玩耍。
10多天后，患儿康复出院。

2014年2月，禽流感肆虐。由于人手
紧张， 马连芳被紧急抽调到医院传染科
参与救治护理工作。这时，一名从外地返

乡的禽流感患者住进了隔离病房，马连芳
和另外一名护士进入隔离病房进行24小
时护理。 她们每天细心观察患者的变化，
及时提出治疗建议。不久，患者康复出院，
消除了人们对禽流感的恐慌。

今年6月， 东安县一名患肝硬化的五
保户老人住院时，没人照顾。马连芳得知
后， 自掏腰包连续买来一日三餐送给老
人，下班后，还陪他聊天，帮他洗衣服，直到
老人出院。

不久前，80多岁、 患癌症晚期的陈某
住进消化内科。因为陈某的家人一直对老
人隐瞒病情，老人入院时有说有笑，胃口
不错。但随着病情发展，吃不下东西，身体
暴瘦。因新来的护士与陈某家属没能很好
地沟通，双方产生了误会。马连芳得知情
况后，及时跟陈某家属沟通，主动担任陈
某的责任护士。得知陈某关心时事，马连
芳每天给老人读报、讲故事，陈某有说有
笑地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0多天。 事后，
陈某家属专门写来感谢信，表扬马连芳和
同事。

湖南日报12月22日讯（记者 谢璐 通讯员 陈柄丞）
12月20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国家级开发区土地集约利
用评价情况通报（2017年度）》，通报显示，望城经济技术
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评价结果在全国392个工业主导型
开发区中排名141位，较上年提升了55位；在全省19个国
家级开发区中排名第1位。

近年来， 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开展节约集约用
地实践，建立完善了招商引资项目入园审查、企业租售行
为管理规定等制度，实行分期分批土地供应机制，控制工
业土地投机行为， 在全省率先试点工业用地弹性年期供
应，园区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据统计，该园区2016年底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
1037.2公顷，从2014年至2017年，园区的土地开发率从
87.56%提高至91.68%，综合容积率从0.95提高至1.07，工
业用地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从2521.33万元/公顷提高至
3641.91万元/公顷，地均税收由181.11万元/公顷上升至
303.04万元/公顷。今年，省国土厅开展2016年度开发园
区节约集约用地先进单位评选， 望城经开区荣获全省唯
一的特等奖。

望城经开区
土地集约利用全省第一

爱心护士马连芳

公开栏成了“明白墙”

我省冰糖橙首次出口
“黔阳冰糖橙”空运加拿大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肖井冬

桂阳县洋市镇古塘村村民邓海波，在广东打拼多年，
曾任一家吉他厂的厂长，收入丰厚。近年来，他却放弃高
薪，回乡种植葛根。这是怎么回事？

12月16日，记者来到古塘村，看邓海波到底在搞什
么名堂。

“2015年春节，我回乡看到曾经长满庄稼的土地好
多抛荒，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决定回乡创业，带领乡亲们
致富。”邓海波向记者道出了自己回乡创业的原因。

邓海波虽在农村长大，但对种地并不熟悉，种什么、
怎么种，他不得不从头学习。

桂阳是烟叶种植大县， 村里许多村民种植烟叶，但
邓海波不愿随大流，他想种更具特色的东西。为此，他花
了几个月时间，外出考察农作物、咨询专家，最终结合当
地气候和土壤特征，决定种植葛根。

“北有人参，南有葛根。”邓海波说，葛根是传统中药
材，又是上乘保健食品，现在市场需求量很大。

万事开头难。去年，邓海波投入70万元，流转50亩土
地种葛根。他白天在地里劳作，晚上上网学习葛根种植
技术。由于没有经验，他种的葛根不是没有发芽就是个
头小，当年亏了50多万元。

邓海波没有退缩，他不顾家人反对，抵押车子、房子
贷款，加大资金投入，购买现代化耕作设备，再次种植葛
根。他从广西请来葛根种植户到村里传授技术，并多次
去广西、江西葛根种植基地学习。经过努力，今年,邓海波
种植的葛根平均亩产达到2000多公斤。

“今年种的葛根个头大、品质好，吸引许多客商来订购，不
愁卖。”邓海波说，平均每亩葛根收入达1万元以上。

目前，邓海波葛根种植面积扩大到了300亩。他还牵
头组建合作社，安排20多名贫困村民务工。邓海波说，下
一步，他将建葛根加工厂，带动更多村民脱贫致富。

厂长回乡种葛根
创业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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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健康
我快乐
12月22日,队员在参加

定向越野亲子比赛。当天，
长沙市开福区马栏山小学
举行“你健康·我快乐”主
题定向越野亲子运动会，
为父母与孩子架起一座沟
通的桥梁， 建立温馨和谐
的亲情关系， 让学生快乐
健康成长。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通讯员 贺征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