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李果 颖杰 旦钦

在纪念平江起义90周年的日子里，平江县
委、县纪委举办的“红色廉政文化展”同时开馆
展览。它展出的本土红色文化资源，得到前来
参加纪念活动的各级领导和革命后代的高度
赞扬。

近年来， 平江县充分挖掘本土丰厚的红色
文化资源，着力推进红色廉政文化建设，实现革
命传统教育与廉政文化相融合，取得显著成效。

以“红”示廉
一心为公、毫不利己，何老是真正的榜样！

平江县纪委、 监委组织全县纪检监察干部参观
红色廉政文化展， 在看到毛泽东专门为何维忠
所作的“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的题词时，大家纷
纷表示要以先辈为标杆，秉公执纪执法。

平江，曾发生过“三月扑城”“平江起义”等
重大革命事件， 走出了64位共和国将军和100
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红色文化源远流长。今年
正值平江起义90周年，平江县积极筹建红色廉
政文化展厅，用“学风浓郁·终身不懈”“作风优
良·信仰坚定”“家风朴实·严以律己”3个篇章，
讲述张震、钟伟等40余位平江籍老将军、老领
导爱党爱国、忠诚奉献的革命精神和廉洁修身、
廉洁持家的高风亮节， 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
群众见贤思齐。

平江县委书记汪涛在开展仪式上说：“作为
革命老区、红色沃土，传承革命精神，弘扬红色

文化，是廉政文化建设在平江的必然之举、题中
之义。”在筹建展厅的同时，平江还向参加过平
江起义将士后代广泛征集家风故事， 编纂出版
了《红色家风故事》。彭德怀“任何时候都要清正
廉洁诚实”的家德，滕代远“不要靠老子、自己闯
路子”的家教，苏振华“工作上高标准、生活上低
标准”的家规……一个个娓娓道来的家风故事，
成为教育引导全县党员干部注重家教、 注重家
风的生动教材。

以“红”传廉
“父亲常教导我们，不要追逐功名利禄，要

做规规矩矩的正派人、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5
月17日，平江县启动“廉政文化进万家”系列活
动， 受邀出席的平江籍开国少将裴周玉之子裴
静刚， 向在场600余位干部及家属讲述了父亲
的廉洁故事。

歌舞《不忘初心》、联唱《助廉好了歌》、小品
《筑墙》……在启动仪式的廉政宣教环节，一个
个形式多样的红色廉政文艺节目精彩纷呈，带
给在场干部及家属们的思廉启示。

“这些廉政文艺节目，都是平江县廉政文化
艺术中心的老艺术家和老师们的智慧结晶。”平
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向风行介绍。

早在去年10月，该县廉政文化艺术中心就
组织发动本土书画大家创作了70余件廉政书
画作品，在县档案馆集中展出。一直以来，平江
灵活运用群众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艺术形式，
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中积极营造崇廉尚廉的良
好氛围。

以“红”育廉
“我曾祖父从不以功臣自居，从不利用职务

谋取私利， 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纯洁本
色。”加义镇丽江村村民喻群益从事讲解工作8
年多来， 已记不清讲述曾祖父的故事有过多少
遍了。据介绍,每年来喻杰故居接受教育的干群
达2万余人次。

喻杰是从平江县加义镇丽江村走出的革命
家，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等职。1970年初，68岁的
喻老主动退出领导岗位，回到家乡，带领乡亲封
山育林，捐出积蓄开发小水电，这一干就是19
年。其事迹曾见诸《人民日报》，报告文学《魂系
青山》、传记作品《喻杰》、电视剧《夕照青山》等
都颂扬了他晚年服务家乡的桑梓情怀。

近年来，平江县多次修缮喻杰故居，组织全
县党员干部学习喻杰精神。2012年， 喻杰故居
被列为“湖南省廉政文化教育基地”。

平江还以省级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平江起义
纪念馆为示范，建设了平江革命烈士陵园、毛简
青烈士故居、 新四军平江通讯处旧址等一批红
色廉政教育基地， 弘扬红色文化， 倡导廉洁风
尚。这一个个蕴藏着红色基因的廉政教育基地，
现已成为引人入胜的红色旅游胜地。

“廉”花遍开红土地
———平江县推进红色廉政文化建设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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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李文峰
通讯员 刘娜玲）日前，国家发改委发布
第24批新认定国家企业技术中心名单，
株洲联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株洲时代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等
榜上有名。至此，该市跻身“国家队”的
企业技术中心达到13家， 全市技术创
新平台达到245家，其中，国家及省级
研发机构各达33家、78家，位居全省前
列。 记者从株洲市统计部门了解到，这
与该市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密不
可分。

近年来，株洲市出台相关激励政策，
着力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 以增强
全市经济自主创新能力， 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去年，全市完成国家、省及株洲市
本级研发经费投入52.4亿元，同比增长
10.8%。同时，完成企业主体自投研发
经费48.78亿元， 占该市全社会研发经

费的93.1%。
株洲市着眼于培育壮大创新群体，

按照小步快走的原则推进高新技术企业
和企业新建研发机构的分级培育， 对新
认定的国家级、省级、市级企业研发机构
和高新技术企业， 在批准组建后市本级
分别给予50万元、20万元、10万元和5万
元补助。

为进一步强化财政引导和金融支撑
作用，今年，株洲市设立20亿元科技创
新发展基金， 协调银行、 信托等金融机
构，建立投贷保补联动机制，引导各类投
资主体投入研发活动。同时，重点围绕研
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 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减免、 技术服务和转让税收优惠等
激励政策，通过定期宣传、分类培训和试
点示范等形式， 引导企业用好用足相关
优惠政策。近3年，全市落实科技优惠政
策减免税年均超过10亿元。

开福区新建、改建
19家农贸市场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胡静 ）“我们菜市场现在还
配了WIFI呢！”昨天，提质改造完成
的新河生鲜农贸市场崭新亮相了，
在长沙市开福区华夏路社区住了30
年的李梅娭毑发出了惊喜的感叹。

走进崭新的农贸市场， 地面干
净整洁、 蔬菜有序排列， 按照蔬菜
区、肉类区、水产区、熟食区、干货区
等细分为8类区域，熟食、水产均有

“小单间”， 特别是门口的农残快速
检测站， 每日都有专人对市场食品
进行抽样检测， 市民对疑问产品亦
可免费送检。 同时， 市场还配备了
WIFI、二维码支付扫枪等设备，让菜
市场告别了过去的脏乱差， 为市民
提供了舒适、便捷、放心的环境。

据悉，按照今年长沙的计划部署，
开福区将新建、 改建提质洪西生鲜市
场、荷花池农贸市场、德雅村生鲜市场
等19个农贸市场， 并计划增加松叔鲜
生、毛亭子菜店等8家社区便民生鲜农
产品门店，将惠及城北60余万群众。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朱孝荣

7日27日傍晚， 夕阳西下， 热气渐
退。 资兴市三都镇流华湾古村千亩荷花
在晚霞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可爱。荷花丛
中，不忍离去的游客，抓住难得的清凉，
尽情拍照留念。

坐落在罗仙岭山脚下的流华湾古
村， 至今保存了400多间完整的明清时
期湘南古民居， 还有参天古树、 小桥流
水、祠堂小书院、吊脚楼等。近几年，通过
修古复古， 该村更加古色古香、 古韵十
足。去年7月郴州(夏季)美丽乡村旅游文
化节在这里开幕， 流华湾的名气越来越
大，引游客纷至沓来。

流华湾古村的名气打响后， 村里的
农家乐迅速发展到近20家。来到一排古
民居群，旁边有一家
由村民开办的“荷塘
春色”农家乐，以“荷”
为食的各种食材，引
得宾客爆满。店前的

小游园里，还有几桌等着就餐的游客。店
主方晓华忙得不亦乐乎， 她说店子去年
来有50多万元的收入。

到了晚上8时30分， 候鸟音乐节在
古村的广场上正式上演， 游客们一波波
向此地汇聚。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教授、钢
琴师林小湛女士现场为大家带来钢琴演
奏乐曲《On� Wings� of� Song》。轻缓的
旋律，与古村、碧荷完美融合，台下听众
如痴如醉。

“音乐节及民俗文化等各种活动的
举办， 就是为了吸引更多人的目光。”东
江湖旅游公司总经理段翔表示， 为带动
当地旅游， 该公司将东江湖景区的部分
粤港澳团队游客引入古村， 使当地人气
不断提升。去年7月以来，流华湾古村共
接待各地游客70多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鲁融冰 姜鸿丽
通讯员 刘金国 于学金

7月20日， 骄阳似火。 在临澧县佘市桥镇雅林
村，记者穿过成片的橘园，走上村里在建的旅游观
光路，太浮山连绵起伏，猕猴桃园顺着山脚延展，郁
郁葱葱。

一片竖着“千亩猕猴桃电商直销基地”牌子的果
园里，55岁的村民侯银龙和妻子正在劳作。完成节水
灌溉后，他们撒下稻谷和苞米，唤来成群土鸡“用餐”。

“再过半个月，我们的猕猴桃就成熟了。”侯银
龙擦了把汗，乐呵呵地告诉记者，2015年，在村里发
动下，他开辟荒山20多亩栽种猕猴桃，今年已进入
丰产期，预计能产果3万公斤。这段时间，商贩上门
来预订，给出的价格相当诱人。

当地原以传统农业为主， 种植水稻和棉花。因
与石门县接壤，上世纪90年代末，村民们开始热衷
栽种柑橘，很快形成了上千亩的规模。柑橘成熟时，
前来收购的货车挤满了村道。

村党总支书记田长玉说，“随大流”不是长久之
计，必须尽快发展适合村情的“核心”产业，多条腿
走路。

2014年， 邻村一名博士回乡试种新西兰猕猴
桃，虽以失败告终，但勾起了田长玉的兴趣。他认
为，浑身是宝的猕猴桃发展前景广阔，而且太浮山
上，本有许多野生猕猴桃，当地气候和土质适宜种
植猕猴桃。

田长玉说，要想大规模发展猕猴桃产业，没有
苗圃不行。他四处打听后，钻进湖北的大山里，引进
了水杨桃嫁接扦插苗，解决了育苗问题。很快，雅林
村建起了猕猴桃苗圃。

如今， 在柑橘年产值6000多万元的基础上，雅
林村有100多户村民种植猕猴桃，面积达1300亩。每
到秋天，全村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摘果、选果、包
装、运输，忙碌又充实。不少村民帮果农打工，3个月
轻松收入上万元。

村里的配套产业也随之崛起：百吨级冷鲜仓库
建成，2家电子商务公司应运而生，20多家网店、微
店悄然开张。去年，该村实现网上销售收入800多万
元，今年预计可超过1000万元。

“我们村现有680户2650人，人均年纯收入在2万
元左右，大多数家庭
有了小车。” 田长玉
自豪地说。

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
株洲市13家企业技术中心跻身“国家队”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陈昊
彭业忠）近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
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坚持生态优
先推进绿色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吹响了自治州决战脱贫攻坚、冲刺
全面小康，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
打赢绿水青山保卫战， 加快建设美丽开
放幸福新湘西的号角。

《意见》指出，自治州要肩负起保护洞
庭湖及长江中下游流域“江河源”“生态
源”的重大使命，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
持生态优先，进一步增强“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思想行动自觉，严守生态保护

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的约束
性要求，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让
自治州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0年，自治州
地表水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标准的水体
占99.4%以上，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
达90%以上， 生态保护红线面积占全州
国土面积 24% ， 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70.24%以上，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和生态
文明示范州。到本世纪中叶，生态文明全
面提升，建成人与自然和谐、民族文化彰
显、 社会文明进步的国内外知名生态文
化公园和旅游目的地。

打好绿水青山保卫战
自治州出台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意见

�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林泽红）“有多少人第一志愿填
报了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该专业录
取的最低分数线是多少？”7月27日，湖南
科技学院招生录取现场，王海涛、李燕两
名社会监督员认真询查该校本省进档考
生的专业分配情况， 并不时询问了解相
关问题。为完善招生监督机制，该校今年
面向社会公开招募5名社会监督员，全程
参与今年的招生录取工作。

近年来， 学校推行依法治校监督员
制度， 成立了学生民主管理与监督委员
会、家长委员会、教职工权益保障委员会

等组织，常态化开展各项专项督查，从制
度、实践层面支持和保障广大师生、家长
和社会各界， 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
监督。 监督员还受邀列席党委会、 教代
会、 重大决策事项听证会和其他重要会
议，第一时间反映学校教学改革、后勤服
务、学生教育、校园建设、内部管理等方
面的意见和建议。监督员制度的实施，转
变了师生在管理中的从属地位， 由被动
式管理变为主动参与式建设。 平等、民
主、公正的校园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开门
办学、民主管理的理念深入人心，师生真
正成为学校的“当家人”。

湖南科技学院开门办学气象新

乐在流华湾 身在古村游乡村振兴纪实

以果兴村 ———临澧县雅林村见闻

火红的心
喜悦的心

7月31日，通道侗族
自治县万佛山镇生态果
园基地， 四季红心火龙
果进入成熟期， 游客在
采摘体验。近年来，该镇
引导农民发展特色水果
种植， 建成了一批集休
闲体验、生态采摘、旅游
观光为一体的高品质生
态果园， 有效带动了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

粟勇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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