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联手顶级配件供应商
开启国际化新征程

猎豹汽车与现代威亚
展开全面合作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袁毅）2月20日，长丰猎豹汽车与韩国现代威亚
集团就全新车型开发项目在长沙签订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新产品动力研发、制造、零配件供
应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作为汽车和零配件两大行业的佼佼者，猎
豹汽车与现代威亚有着高度的资源匹配及融合
度。根据协议内容，双方将在动力总成、汽车零
配件、自动化生产线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为消
费者带来更加出色的产品以及行车体验。

现代威亚是现代、 起亚等国际汽车巨头的
长期合作供应商， 系全球一流汽车配件制造
商， 其拥有从基础金属材料的生产到加工和
组装整个生产工艺的综合体系， 通过分布在
世界各地的尖端生产基地， 形成庞大的发动机
生产网络。

据介绍，此次强强联手，将有助生产更加
高标准、国际化的猎豹汽车。未来，现代威亚
集团将助力猎豹汽车研发生产全新车型动力
系统， 该新车型将定义为 7座 SUV， 匹配
2.0TGDI发动机+8AT变速箱，支持两驱/四驱
切换。2020年，新车将实现全面量产，年产量
将达6万台。

� � � � 湖南兵器集团与新天地
集团整合重组

湖南湘科
控股集团成立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胡信松 ）湖南

国企改革又迈出坚实一步， 由湖南兵器集团与
新天地集团整合重组而成的湖南省湘科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科集团”）正式扬帆起
航。2月22日，湖南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召开
领导干部大会， 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宣布了
有关决定。

为大力推进我省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与
优化，深入推进省属企业战略重组，进一步提升
产业集中度与发展水平。根据省委、省政府的部
署安排，省国资委在全面调研的基础上，决定将
湖南省兵器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南新天
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整合重组， 组建
湖南省湘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从而进一步优
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市场竞争力。2018年3月
26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同意组建湖南省湘科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 荩荩（下转2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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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傅宇恒 李向红）“太意外了！一座
普通公厕，里面有空调，没有一点臭气，还
可以坐下看书、喝茶，简直成了一个休闲
场所，叫它‘驿站’名副其实。”近日，一个
从深圳回家过年的株洲人到“建宁驿站”
如厕后，感叹不已。据介绍，“建宁驿站”
是株洲在“厕所革命”中已建和即将新建、
改建的现代化厕所的总称，因株洲古称建

宁而得名。
作为全国文明城市，2017年以前，株

洲城区已10年没有新建一座固定公厕，也
没有一座公厕达到国家一类标准。2017年
底， 该市出台城区“厕所革命 ” 两年
（2018-2019年）实施方案，确定市财政每
年安排3000万元专项资金，共新建、改造、
向社会开放公厕各200座。新厕选址上，该
市摒弃垃圾站旁、旮旯里等“老地方”，定

在“街两旁、江两岸、桥底下、公园里、市场
中”；内部设计上，女性蹲位是男性2倍以
上，并设立第三卫生间、母婴护理台、幼儿
坐便器、无障碍设施等。新建公厕统一命
名为“建宁驿站”，均配备饮用热水、急救
药箱、手机充电器、免费WIFI、公益雨伞、
图书漂流角等便民服务设施及便民商业
功能，使之成为文明株洲的一个新窗口。

“小厕所，也是大文明。”株洲市委主要

负责人介绍， 株洲在全市公厕推行“所长
制”，对挂牌公厕的日常管理、设施维护、卫
生保洁等进行全方位督查。同时，通过优化
资源配置， 整合环卫休息室、 城管执法岗
亭， 突出管理智慧化， 设置了智能监控系
统、高效节能系统，提高了精细管养水平。
目前，株洲新建公厕已开工114座，其中建
成54座，在4月底前再建成60座，确保9月
30日前全面完成新建200座任务。 改造公
厕及向社会开放公厕任务已全部完成。

“厕所革命”，也深深改变了株洲人对
厕所的认知。以前新建厕所选址时，附近
居民担心“臭”而不时阻工，现在“高兴还
来不及”。“株洲厕所”还成了“网红”，不时
在朋友圈刷屏。所有新建厕所，至今没发
现一起乱涂乱画、人为破坏行为。

如厕 如同休闲
厕所里可以看书喝茶！株洲开工新建新式公厕114座，完成改造200座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张佳伟
通讯员 李焱稠 鄢振辉

2月20日，元宵节后第一天，武冈市大
甸镇立新村四组村民周安姣准备丰盛的
中饭，庆祝脱贫。原来，两年前的这天，扶
贫干部通过精准识别，将她家纳入建档立
卡贫困户，并提供各种帮助，让她家于去
年底顺利脱贫。

周安姣患有哮喘病， 收入来源单一，
在第一次贫困户识别时，因为女儿嫁出去

但没有迁出户口，未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
困户。在精准识别复核时，工作人员根据
实际情况， 将其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范
围。并安排周安姣在村里做保洁员，引导
其丈夫种植药材，生活大为改观。

近年来， 武冈市严把贫困对象准入
关、对象入库关、动态调整关和数据核查
关，按照不符合条件的一个不少地清理出
去， 符合条件的一个不漏地纳入进来，不
让一户贫困家庭掉队。

荩荩（下转2版②）

� � � �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 （蒋剑平 肖霄
向云峰 刘让文）2月24日，雨过天晴，绥宁
县金屋塘镇双飞村村民王文习正忙着打
扫羊圈，为扩大养殖规模做准备。

王文习是2014年通过精准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他一家6口人，老伴、儿
媳患病，两个孙子读书。3年多来，通过易
地扶贫搬迁和产业、健康、教育扶贫，甩掉
了贫困帽。

为实现精准扶贫“不漏一户、不漏一
人”的目标，绥宁县紧盯扶贫对象，加强动

态管理，认真识别贫困人口，在省市脱贫
摘帽验收中实现零漏评。

绥宁县扶贫办主任周元彪告诉记者，
脱贫攻坚工作要做实，必须把贫困识别工
作做实。该县建立了严格的精准识别责任
制，在贫困户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各级各
部门下足绣花功夫，实行精细管理、动态
监测。

绥宁县扶贫部门把公安户籍人口信
息多批次进行比对，确保数据精准。

荩荩（下转2版③）

张家界开通
首个5G基站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刘兰咛）2月23日凌晨，中国联通张家界分公司
开通该市首个5G基站， 标志着张家界正式跨
入5G移动互联时代。

经现场测试，该基站所发射信号下载速率
峰值达923兆比特/秒， 并长时间稳定在890兆
比特左右。相比4G速率提升了6倍以上，三四
秒钟便能成功下载一部时长达两小时的高清
电影。

中国联通张家界分公司负责人介绍， 张家
界联通将深入推进“五新”联通建设，继续加大
5G基站规模，聚焦交通枢纽、政府机构、大型商
圈及重点行业应用单位等区域的5G部署，更好
地服务于大众，为该市加快建设“数字张家界”

“智慧张家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武冈严把“四关”
不让一户贫困家庭掉队

绥宁下足绣花功夫
让扶贫对象应纳尽纳

临澧一季度重点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2.5亿元
湖南日报2月24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龚文君 汪进）2月19日， 临澧县举行今年一季
度重点产业项目集中开工仪式，石湾酒厂、顺德
家居产业园、东区标准化厂房、振东机械等项目
同时开工，总投资12.5亿元。

其中， 最引人关注的是从广东引进的投
资5亿元的石湾酒厂临澧项目，该项目将建设
面积23万平方米生产车间、 研发中心及存储
区、办公楼等，用于生产豉香型、清雅型、浓香
型系列白酒和养生保健酒， 投产后可年产成
品酒10万吨。

近年来，临澧县委、县政府将招商引资列为
“一号工程”，持续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一
大批项目相继落户。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促台湾同胞思考

“台湾在民族复兴中的地位和作用”
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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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享春光
� � � � 2月24日，长沙告别持续的阴
雨天气，迎来了久违的阳光。市民
纷纷走出家门畅享春日暖阳。

图①② 人们在长沙市橘子洲
景区休闲游玩。

图③ 人们在长沙洋湖湿地
公园游园踏青。

图④ 长沙市开福区秀峰山
公园，市民在阳光下玩泡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田超 郭立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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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见习记者 马翔

一座既不沿海、 又不沿边的传统工
矿城市， 如何实现“开放崛起”“加速赶
超”？

新春伊始，娄底市持续发动科技人才
“引力波”，全市400多家企业施展“浑身解
数”，招纳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电子
商务等多个行业的科技人才，打响了一场

人才“抢夺战”。与此同时，娄底启动“高层
次人才交流洽谈会”“人才行动计划”，向
全国吸纳高层次人才以及各类高端人才、
技能人才。

近年来， 对接省“芙蓉人才行动计
划”，娄底持续实施“湘中英才聚集工程”，
引进大批科技人才、留洋专家、科技带头
人、“双一流”大学毕业生。科技人才，成为
当地产业转型、创新创业的急先锋。

依靠人才，创出一番事业
2月18日， 双峰县印塘乡嘉园村的稻

渔葵示范基地，科技特派员李剑辉和朱红
卫正对鱼苗进行取样检查。 黝黑的面庞、
沾满泥巴的裤腿， 浑身充满着酸酸的汗
臭，两个人看起来更像地道的农民。李剑
辉说：“作为科技人才，最有成就感的事就
是融入贫困户之中，带领大家奔小康。”

依托科技攻关，嘉园村的稻田开启了“四
季养鱼”模式。去年以来，两名科技特派员在
基地开展了20多期稻渔综合种养培训班，
1600多人得到水产养殖指导，1000余人实现
再就业。

在乡村振兴和精准脱贫工作中，为解
决技术、市场、产业等问题，娄底广发“英
雄帖”， 邀请在外的娄底籍专家回家乡兴
业，创出一番事业。

2016年，湖南农业大学教授刘昆玉以
省级科技特派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冷水江，
支援农业发展。3年来，他从技术培训和项
目申报等方面，带领光明村贫困户发展黄
桃产业， 去年产值近300万元，514名贫困
群众获得分红，80户贫困户顺利脱贫，200
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荩荩（下转3版）

引才 引领发展
———娄底实施“湘中英才聚集工程”纪实

中办 国办印发《规定》：

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
食品安全责任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