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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州新闻

� � �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李耀湘）“几年时间没回来，看到湘江
风光带变得如此漂亮， 这景致一点也不输
大城市。 ”春节假期，“80后”小伙王达从上
海回到家乡湘潭县易俗河镇过年, 看到葱
茏的绿色灌木、平坦整洁的公路、碧波荡漾
的湘江，不禁发出感叹。 2018年，湘潭县获
评全省卫生县城。

去年，该县以绣花功夫抓城市管理，严
管重罚治顽疾，对占道经营、毁绿占绿等城
市乱象进行严厉整治， 使城区秩序明显好

转；从机制入手，通过建立城市服务“110”
快速处理机制， 全面推行“街长制”“厕所
长”，强化“门前三包”、渣土管理等，市容环
境清洁度明显提升。

针对城市基础设施相对薄弱这一历史
遗留问题， 湘潭县大力提升城市的承载能
力和综合服务功能。 近3年来，多条城市主
干道建成通车，并对大部分背街小巷、老旧
小区进行了提质改造， 城市功能得到大幅
度提升；滨江风光带、休闲驿站、白石广场、
金霞山森林公园等一批公共休闲场所和配

套设施相继投入使用， 大大提升了城市品
位。 该县还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市带乡村，
城乡同治， 将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与新
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有机结合，不断提升乡村品质。 乌石镇、
中路铺镇成功创建为省级卫生镇，易俗河
镇银塘村等35个村创建为省市级卫生村。

今年，湘潭县吹响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集结号”， 将全面开展市容环境卫生、交
通秩序、农贸市场、建筑工地、拆违控违、
城中村及城乡接合部、农村人居环境等八

大专项整治行动；全面实施净化、序化、硬
化、绿化、美化、亮化大会战；加强宣传教
育，不断提升群众卫生意识；推动城市综合
管理改革创新，形成特色亮点，提升创建品
质。

� � � �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蒋振飞）记者今天从永州市政府获
悉，在2018年全省“群众食品安全满意度
调查”中，永州市排名第一。 2014年以来，
该市已连续5年在此项民意调查中排名全
省第一。

近年来，永州市将食品安全工作列入各

级重点工作绩效评估加扣分项，权重占总分
的4%。将食品安全资金投入纳入本级财政预
算，2018年达1245万元， 同比上年提升
35.6%。 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每季
度对全市食品安全监管形势进行分析评估。
2018年， 全市食品及食用农产品， 蔬菜、水
果、茶叶、畜禽、水产品等监测合格率达97%

以上。 严厉打击制假售假、互联网食品安全
等违法犯罪，畅通电话、网络、信件、接访等
投诉举报渠道，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
实。 2018年立案1626起，结案1507起。

永州是长江以南首个、 全国第4个国家
级出口食品质量安全示范市，还被认定为国
家级水果蔬菜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全市发展

农业标准化生产规模基地794个。东安、道县
已经成功创建为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冷水滩区、祁阳县成为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零陵区、蓝山、宁远、江永、双牌县被列入
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创建试点单位。零陵
区、江华县被列入第二批湖南省食品安全示
范县（市区）创建县市区名单。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2月13日，祁阳县白水镇三星村村头
翻耕机穿梭，泥土散发芬芳。 该镇红糖加
工大户邓湘祁告诉记者，3月， 糖蔗将全
部种下。

白水镇几乎家家户户种植糖蔗、 加工
红糖，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邓湘祁在当地
第一个坚持继承红糖加工古法的基础上，
成功融入现代工艺，带动广大村民致富。

辞职返乡，发展红糖产业
邓湘祁是该镇三星村人，1978年出

生。 邓湘祁大学毕业后，从一家房地产企
业的销楼员做起，成为公司中层骨干，年
薪在12万元以上。

2016年12月，邓湘祁返乡省亲，正赶
上当地群众加工红糖，他惊奇地发现，虽
然大家都依古法加工红糖， 不加任何添
加剂，但这么多年过去，加工红糖的卫生
条件没有太多改善， 也没有一家糖蔗种
植、红糖加工企业，大多是两间茅草房，
一个火炉，几口铁锅，便是红糖加工的全
部“家当”。

于是， 邓湘祁决心返乡创办一家糖
蔗种植、红糖加工企业。

邓湘祁的想法遭到家人一致反对，
他们说， 放弃每年至少12万元的稳定收

入，进入一个新行业，这太冒险了。
但邓湘祁认为， 这么好的传统产业

没能做起来，实在可惜。 现在国家鼓励和
支持大众创业， 自己应该尽一份力量。
2017年初，他辞职返乡，拿出全部积蓄在
白水镇流转100多亩土地种植糖蔗，建设
了红糖加工厂。

法古创新，提升红糖品质
邓湘祁坚持在继承传统红糖加工工

艺的基础上，着重改进生产的环境卫生。
邓湘祁将糖蔗榨汁车间、 制糖车间

完全分离， 蔗汁还要通过更细更密的过
滤网两次过滤后，再入锅熬制。 这样加工
的红糖不会留渣，保留了糖蔗的清香。

通过努力， 邓湘祁拿到了食品加工
企业许可证，一切看似很顺利。

然而，2017年7月2日，祁阳县遭遇百
年难遇的洪水，洪水过后，邓湘祁的糖蔗
地里一片狼藉。 他立即请来农业专家指
导，组织大家对糖蔗进行培土、追肥，清
洗糖蔗上的淤泥，把损失降到最低。

没过多久，严重的寒冻不期而来，不
少即将收获的糖蔗又被冻坏。

特别是刚加工红糖时， 红糖成品总
是出现杂色，邓湘祁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 邓湘祁多次从糖蔗收割开始
一路查找原因， 发现原来是熬制红糖时

形成的水蒸气在空中凝结后， 掉入红糖
成品，影响了成色。

通过多次试验， 邓湘祁在熬制红糖
的灶台上安装大功率抽风机， 以及时排
出水蒸气，保证了红糖的品质。

邓湘祁还沿袭古法， 在过滤出来的
蔗渣中加入中草药酒曲发酵， 酿制糖蔗
酒，还把酿酒后的废渣做成肥料、纸浆，
实现综合利用。

红糖飘香，带动村民致富
2017年底，尽管前期损失不少，但邓

湘祁仍收获近3万公斤红糖。 在一个偏远
的小镇，这么多红糖怎么销售？

为此，邓湘祁带着红糖四处推销，但
效果不佳。

这时，有人提醒邓湘祁，试试上网销
售？ 邓湘祁在县电商办的帮助下，很快将
库存的红糖销售一空。

2018年12月，邓湘祁加工红糖时，主
动通过手机全程直播砍糖蔗、清洗、加工
等全过程， 并推出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
礼盒、小包装等，他加工的红糖迅速成为
网上“爆品”，远销北京、上海等地，5万多
公斤红糖在短时间内销售一空。

邓湘祁法古创新加工红糖的成功，
在当地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他的红糖加
工企业已安排80多人就业增收。

石门县重奖
经济发展功臣

42家企业分享1400余万元奖励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李
飞 张友亮）楚天钡业项目获招商引资投入奖100万
元，海螺水泥项目获技术改造奖38万元，安德丰新能
源项目获税收分成奖27.32万元……2月15日， 在石
门县委经济工作会议上，石门县42家企业分享石门
县委、县政府相关经济发展奖励1400余万元。

为鼓励和支持县域经济发展，去年初，石门县出
台一系列扶持和奖励政策，设立招商引资先进单位、
招商引资企业税收分成、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入、工
业企业技术改造、明星企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
贡献等相关奖项，全县掀起了“引进大项目、建成大
项目、受益大项目”的经济建设高潮。

去年，该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78.2亿元，同比增
长8.4%；新增规模企业12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财政总收入15.2亿元，增长11.2%，其中税收占比
达85.2%；全年共签约项目44个，其中亿元项目38个，招
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工作均被评为常德市先进单位。

今年，石门县还将大力实施“项目推进年”和“项
目建设提速行动”， 力争完成招商引资30亿元以上
项目2个、5亿元以上项目20个， 签约资金累计超过
300亿元；年内推进重点项目100个以上，确保投资
100亿元以上；做实石门经济开发区园区平台，新增
税收过百万企业10家，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家，创建
为省级“绿色园区”。

永州：近5万个
就业岗位助脱贫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周
耀华 肖现鹏）“今天的招聘会为我们提供这么多就
业岗位，真好!”2月15日，蓝山县举办的一场农民工
及建档立卡贫困户专场招聘会，现场提供就业岗位
800余个， 来自蓝山县大桥乡的贫困户张老伯经过
细心筛选后， 报了一家体育用品企业的普工岗位。
这是永州开展“春风行动”送温暖，精准扶贫促就业
的温馨一幕。

该县积极开展企业用工需求及贫困户就业诉
求“双摸底”工作，并进行精准分类汇总，保证扶贫
对象与用工企业供需信息的精准对接。 该县还对达
成就业意向的扶贫群众进行跟踪服务，同时结合园
区内企业的用工需求，依托县内培训机构有针对性
地对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免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
和创业培训， 让建档立卡贫困户都能掌握一门技
术，并以创业带动就业，实现脱贫增收。

自1月23日起，永州在全市开展“春风行动”，
计划举办300余场次招聘会，可提供近5万个就业岗
位供求职者挑选。

一季度用工缺口近万人

浏阳经开区四方揽才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王文）今天上午，浏

阳经开区、 浏阳高新区联合园区120余家企业举行
“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面向社会提供8600个就业
岗位， 今年浏阳经开区企业用工缺口达到7万人，一
季度急缺近万人。为了解决园区企业用工难问题，浏
阳经开区春节期间启动“春风行动”先后举办28场
招聘会四处揽才。

湘乡的盛女士今天一大早就来到招聘会现场，
她应聘了蓝思科技仓管员岗位。 盛女士曾在东莞做
过一段时间的跟单文员， 在浏阳经开区工作工资水
平和东莞差不多，离家更近，她觉得很开心。 招聘会
开场不到半小时，蓝思科技展位就有15名应聘者做
了登记， 招聘主管介绍说， 蓝思科技今年用工缺口
大，达到3万多人，岗位仍以普工和技工为主。

记者了解到，此次“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提供
的8600个就业岗位中， 技工和生产一线普工占到
70%，产品研发和管理等高层次人才占20%。

春节期间大批务工人员返乡， 各大园区都在招
揽人才。为了在“抢人大战”中有所收获，浏阳经开区
农历小年之前，就下到邵阳武冈、湘西龙山等地乡镇
举行了专场招聘会，今年招聘会场次总共将达到48
场，比去年多了将近一半。

两部春节大片
取景张家界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记者 宁奎 通讯
员 罗红艳）春节假日看电影追剧，已经成为
不少人的过年保留节目。记者发现，这个春节
假期，新上映的《神探蒲松龄》和热播的《怒晴
湘西》两部影视作品均取景张家界武陵源。

电影《神探蒲松龄》是成龙首部奇幻贺岁
大片，也是猪年春节档唯一一部3D奇幻巨制
大片，影片中出现过不少武陵源美景画面。其
宣传海报也以武陵源风光为背景， 放置在各
大影院显眼位置。 另一部超级网剧《怒晴湘
西》改编自小说《鬼吹灯之怒晴湘西》，由潘粤
明、高伟光等主演，主要讲述了陈玉楼、鹧鸪
哨等老一辈“卸岭力士”与“搬山道人”携手探
秘湘西瓶山的传奇故事。

武陵源作为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地质
公园，境内风景奇秀无比，一直是国内国际
电影电视争相取景胜地。

为菜农送来
一缕“阳光”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朱开见 吴德胜

2月16日，细雨纷纷，天气湿冷。 刚从
“2019年春应对恶劣天气蔬菜生产技术培
训会” 课堂出来的岳阳市君山区建新蔬菜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先军一脸阳光地告诉
记者，他计划移栽1500亩甘蓝菜，由于天气
原因，移栽大田的甘蓝出现了僵苗现象，参
加今天的培训后，总算找到解决的办法了。
回去后， 他会立即按照老师传授的技术开
沟沥水，加膜保温，增施壮根营养素。

低温、寡照、雨雪、冰冻，这样的恶劣天
气从1月下旬开始会持续到3月上旬。 持续
的恶劣天气会推迟春耕备种， 影响播种培
育，直接损害蔬菜上市效益。 湖南新泰和绿
色农业集团想菜农之所想，急菜农之所急，
联合君山区蔬菜行业协会， 邀请农业专家
陈绍祥就如何应对恶劣天气、 搞好春耕生
产和蔬菜种植主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培训
班。 陈绍祥把课堂摆到了君山蔬菜科技园
育苗工厂现场，向农民们传授低温、高湿、
阴雨天气条件下种子处理、苗床消毒、大棚
设施消毒、炼苗、移栽保苗等技术要点。

� � �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记者 徐典波 通
讯员 袁彦文）岳阳市今天召开金融支持民
营经济发展推进会，公布了新出台的《关于
促进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十条措施》
（以下简称《措施》），从增加民营经济信贷
投放、加大监管政策执行力度、搭建融资对
接和增信平台及优化金融营商环境等10个
方面， 引导金融机构加强民营和小微企业
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措施》 中出台的优惠政策亮点纷
呈。 岳阳将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市本
级风险补偿基金余额每年保持不低于
3000万元，用于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偿；
将搭建融资对接和增信平台，建设“岳阳
金融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整合归集市场
监管、税务、水电气、海关、司法等部门单
位的相关信用信息， 实现金融机构放贷
前对企业各类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还

将拓展多元化直接融资渠道， 加大民营
企业在主板、创业板上市辅导培育力度，
完善直接融资绿色通道。

根据《措施》，岳阳市金融监管部门
将进一步优化调整监管细则， 建立民营
和小微企业信贷工作月监测、 季通报制
度，督促建立落实无还本续贷、尽职免责
和专项贷款定价等制度。 组织开展“十链
百园千企万户金融创新”等专项行动，引
导信贷资源向民营和小微企业倾斜。 加
强“政府+银行+保险”合作机制，实现民
营企业信用保证保险和保单质押贷款增
长30%以上。

食品安全满意度民意调查———

永州连续5年全省第一

湘潭县人居环境大变样

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岳阳金融出台“十条措施”

老百姓的故事
法古创新红糖香

———记祁阳县白水镇红糖加工大户邓湘祁

佳节到
元宵俏
2月18日， 长沙

市开福区蔡锷北路
一食品店，市民在选
购手工元宵。 元宵节
前夕，长沙不少商家
推出了现场制作、口
味众多的传统手工
元宵，受到消费者青
睐。 傅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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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737 1040 18064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2631 173 455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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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将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开展八大专项整治行动

沅江推进
12大专项整治

建设“生态水城”

湖南日报2月18日讯 (通讯员 黄婷
记者 龚柏威 )今天上午，记者在沅江市下
琼湖截污整治工程施工现场看到， 数十名
工人在植树种草。 沅江市重点办负责人介
绍，该工程将缓解城市内涝，消除下琼湖黑
臭水体。

去年，沅江市立足建设“生态水城”，启
动洞庭湖生态环境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
划， 开展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工业污染治
理、生活污染治理等12大专项整治行动。 至
去年底， 该市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配
套建设已完成75.3%;全面取缔违法黏土砖
生产企业;完成5个乡镇垃圾中转站建设;全
市水产精养和珍珠养殖全部退出； 新划入
洞庭湖核心区的5650亩杨树已砍伐清运。
近日， 该市被评为益阳市洞庭湖生态经济
区建设先进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