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8月18日，涟源市
渡头塘镇平康农业种
植基地， 粮农加紧收
割再生稻（头季）。 今
年， 该基地种植的再
生稻喜获丰收。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再生稻
丰收

湖南日报记者 曹辉 张福芳

又签约3家！ 近日，位于长沙岳麓山国家大学科
技城的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又迎来3位
新伙伴：湖南江冶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方
略环保技术有限公司、长沙钢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江冶新能源公司今年6月成立， 该公司与中南大学
深度合作专攻铅锂电池资源高效循环利用， 是产学
研结合的典型。

截至目前，开园仅1年多的中南大学科技园（研
发）总部基地已成功吸纳43家企业入驻，其中上市
企业及上市企业控股5家，“千人计划”“国家杰青”等
知名学者技术支撑企业5家，179家科技型企业工商
注册地选择在该园区。

而门外还有480余家企业有意向，正在对接。 园
区招商难，这家园区为何备受企业青睐？

“精”准对接
8月19日，记者来到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

部基地探访，基地5栋办公楼已竣工，不少企业已入
驻办公，还有一些正在装修。

这个园区，与中南大学西门仅一墙之隔。
中南大学作为全国重点院校，聚集着大量的科研

人才，科研成果丰硕，但有很多科研成果都锁在“抽屉”
里，没有转化为经济效益，一定做好“精”字文章。

长沙市岳麓区顺势而为，建设中南大学科技园
（研发）总部基地，精准对接中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
的初创团队。

“我们派出多名工作人员，深度对接中南大学
的15个院系，一旦他们有契合市场和企业需求的科
研成果出来， 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获悉， 推介给企
业。 ”岳麓区科技局党组书记曹成文向记者介绍，通
过跟踪对接、深度对接、高位对接，园区对中南大学
的科研成果进行了全面梳理，已累计收集中南大学
有效专利1460项，对6000多项专利进行建档，并建

立了中南大学人才、项目、资源和校友库。
在此基础上，园区还推动资源共享，只要是园

区企业以及员工就可共享中南大学的实验室、图书
馆等资源；另一方面，中南大学的创业团队也可就
近来园区“双创”中心办公、孵化，享受优惠待遇。

“转”出效益
家底摸清了，如何出效益？
园区建立“中南大学与中南大学科技园”科技

成果项目库，定期发布科技成果目录和园区内企业
科技需求目录，并每周五组织企业路演，邀请中南
大学教授参加。

上市公司湖南瑞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正是看
中园区的区域优势，于去年底入驻。 入驻后，在园区
的牵线搭桥下，与中南大学能源学院合作，根据学
院建立的建筑节能能耗管理标准体系、评估体系开
发软件，目前该软件已成功运用到市场上。

“这套系统，如果由我们公司去研发的话，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财、物，与能源学院合作，我们只需
要转化，效益高多了。 ”该公司董事长杨政为了与中
南大学联系更加紧密， 报考了中南大学的博士，目
前在读。

园区企业湖南本农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南大
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院邱冠周院士及团队合作，
在安化、桃江均有项目。 该公司还与冶金院、资环院的
科研团队建立了合作关系，敲定了多个项目。

“培养专业研发团队对企业来说资金压力大，
周期长，与中南大学科研人员建立联系后，可最快
对他们的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出效益，互利共赢。 ”
本农公司总经理刘刚说。

目前， 已入驻的43家企业90%都与中南大学科
研团队建立了联系，或本身就是中南大学的校友。

“创业就在校门口，能随时与老师和同学保持
紧密联系，第一时间获取科研资源进行转化，总部
基地肯定是我们的不二选择。 ”今年从中南大学毕

业的小林就选择在总部基地创业。

“全”程服务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还在服务保障

上下功夫。
每周五的路演、经常性的沙龙活动，对接服务相

关专业机构和企业。
一年多来，开展活动72场，与10家专业服务机

构达成协议， 与21家金融机构和产业基金实现合
作。

不仅如此，园区还积极推动中南大学国家双创
示范平台导入和公共研发孵化服务平台建设，投资
近3000万元打造了新材料、生物医药、信息技术等
公共研发平台；对入园企业建立“全过程”“全生命周
期”立体服务体系。

前不久，园区企业金戈新材融资有缺口，园区组
织路演，帮助公司牵线交通银行，有效解决了企业的
燃眉之急；天云软件技术公司需要找专业的专利申
请代理人，园区第一时间找到专业的服务机构，成功
帮助该公司申请6项专利； 本农公司是从别处转来
的一家企业，对岳麓区相关政策不熟悉，分管园区工
作的岳麓区委副书记刘亮带上区里十几家部门负责
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解决企业疑惑和困难。

背靠中南大学和优质服务换来好回报：43家企
业入驻，179家企业工商注册地，480余家企业正在
对接，这是“全”程服务的结果。

“这还只是开始，3到5年内，我们要把中南大学
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打造成大科城的标杆、旗帜，
让越来越多的科研成果在这里得到转化， 走向市
场。 ”岳麓区委副书记刘亮表示。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张建兵

8月16日，记者在安化县采访，晚间行走在该县
马路镇地域时，听到一阵整齐划一的合唱。 山村的
夜晚怎么会有如此洪亮的合唱? 记者问附近的人，
他们笑而不语，建议记者亲自去看看。

歌声自路旁的一栋建筑里传出，这里是马路镇六
步溪村村民服务中心。此时已近晚上9时，大楼前坪里
停着好几台汽车，十余台摩托，二楼靠东的房间里灯
火通明，合唱团就在这间村部的会议室里。

这是一个挺特别的合唱团，有头发花白的老人，有
脸庞黝黑的中年汉子，还有身材臃肿的农妇，尽管有些
吐字发音不准，但给人满满的诚意。每个人都张大着嘴
发声，双眼紧盯前方打着拍子的指挥。

记者寻了个合唱团休息的间隙，与他们聊了起
来。“村里要组织合唱，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
我一听说就报名了。”说话的名叫周跃兴，是合唱团
里年龄最大的，今年已经66岁，“现在，我们在家用
宽带，出门开小车，这日子好过了，就要唱出来，要
唱得让更多的人听到才好!” 周跃兴的话引发了大
家的话匣子，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细数村里和家中
的变化……

六步溪村党总支书记曾福生也在合唱团， 他告诉
记者，练习有20多天了，每天晚上6时30分集合，唱到晚
上9时30分左右。 合唱团组建前，他在村里微信群里发
了个通知，不到半小时就有50多人报名，村里请来的专
业老师做了些筛选，留下了36人。

曾福生说， 早几年六步溪村还是省级贫困村，
这几年得益于国家的扶贫政策，村里85%左右的农
户入户公路完成硬化，自来水网、电网、通信网和城
里一样方便快捷， 村集体收入由零上升到12万元；
精神生活也没落下，村里坚持树文明新风、组建农
村乐队秀才艺，整治人居环境，村民的幸福指数大
大提升，不但摘了贫困村的帽子，还获得了“湖南省
美丽乡村”的荣誉，“看到下面那些车了吗?都是我
们村民的!”

聊到正酣之际， 指导老师示意大家继续合唱，
一个面庞黝黑的中年男子面对记者欲言又止。村民
告诉记者，他叫余仕庭，两口子都来了合唱团，每天
到得最早，难怪他们积极，他们家曾经是贫困户，依
靠种植茶园脱了贫，现在住了新房，买了新车，两个
女儿都考上了大学……

合唱临近结束时， 队伍拉到了前坪空地上，歌
声响起时，山间一股凉风，将他们的声音送得很远。

� �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金慧）
今天，长沙市展览展示服务行业
协会与浏阳市普迹镇人民政府
正式签约“文创会展产业园”项
目， 将重点打造会展产业建造服
务区、材料加工配套服务区、产业
设计中心及会展衍生产业区等。
该项目总用地约500亩， 预计总
投资5亿元， 是全国首个会展产
业服务聚集区。

“普迹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良
好的营商环境，具备发展会展产业
的条件。”长沙市会展办党组书记、
主任陈树中表示，随着长沙会展业
的快速发展，国际性展览和大规模
展览不断增多，而展览展示基础配

套服务则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创
建“文创会展产业园”项目恰逢其
时。 项目通过搭建平台，把会展设
计服务、会展搭建、物流运输等执
行板块聚集起来，塑造特色会展品
牌，让会展服务更为科学、更为高
效、更为优质，有力地促进长沙市
会展经济的发展。

近年来，在省委、省政府创新
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指引下，长沙按
照“打造中部会展高地、建设国家会
展名城”总体目标，围绕重点培育展
会项目持续发力， 打造了包括工程
机械展、中非经贸博览会、轨道交通
博览会、食品餐饮博览会、农博会
等一批有影响力的会展品牌。

全国首个会展产业服务聚集区
“中部文创会展产业园”落户浏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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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王晗 通讯员 肖强）今天，由长沙
市文明办、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共同主办的“零酒驾城市”创建
活动在长沙市开福区浏阳河街
道启动。 同时，开福区创建“零酒
驾街区”活动也以浏阳河街道为
示范点全面推进。

今年以来，长沙交警按照“全
覆盖、零容忍、严执法”工作要求，
集中开展治理酒驾醉驾违法犯
罪行为专项行动，实行城市、县乡
全覆盖、同部署、共整治，白天、夜
间不间断、无盲区、全管控，常态
长效、综合治理酒驾醉驾。

在开展执法打击的同时，长
沙交警全力推进交通安全社会协
同共治，在去年“零酒驾街区”示范

创建的基础上，本年度启动“零酒
驾城市”创建，在全市新增20个“零
酒驾乡镇、街道”示范创建，以示范
引领、以点带面、辐射带动，营造全
社会自觉抵制酒驾氛围。

在交警部门的持续整治和宣
传倡导下， 市民交通安全意识全面
提升，酒后不开车的理念深入人心。
据滴滴代驾大数据分析， 长沙交警
开展专项行动以来， 代驾指数持续
上升，3月份环比上升64.21%、4月份
环比上升1.21%、5月份环比上升
9.67%、7月份环比上升11.42%。

长沙交警提醒， 酒后驾驶是
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 醉驾更是
涉嫌犯罪，社会危害性极大。广大
驾驶人要自觉抵制酒驾醉驾违法
犯罪行为，安全文明出行。

长沙启动“零酒驾城市”创建

�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罗徽 颜石敦）8月19日，
汝城县举行扫黑除恶誓师大会， 并向全县249名村
（社区）辅警发放巡逻摩托车。 此次发放的巡逻摩托
车，全部由爱心企业无偿捐赠。

据了解，汝城是全省第一个给村（社区）辅警发
放巡逻摩托车的县。县委书记黄四平表示，村（社区）
辅警将进行“全时化”巡防，“地毯式”排查，“清单式”
整治，不留一个死角、不留一个隐患，深入推进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

近年来，汝城县坚持打击与防范并重机制，充分发
挥基层综治中心和网格化服务管理作用， 加强社会治
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 全县刑事发案率大幅下降。 今
年，该县进一步加强巡防力量，分别给249个村（社区）
配备了一名辅警。

“全时化”巡防“地毯式”排查
汝城村（社区）辅警
配备巡逻摩托车

�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郭纯树
钟伟锋）8月20日，宁远县水市镇
大元村留守儿童之家， 留守儿童
邓运秀与妈妈视频通话时报喜：
暑假在村留守儿童之家学习绘
画、古琴、制作盆景等，过得充实
而快乐。 该留守儿童之家有8名
教师。 暑假里，他们对村里30多
名留守儿童进行心理辅导， 并组
织开展唱歌、跳舞等文艺活动。

如何让广大农村留守儿童
暑假过得快乐、充实、安全？今年，
永州市通过各级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筹资， 动员社会公益组织和
爱心组织， 以及爱心人士积极参
与等，在村小学、村民活动室、村
集体闲置房、村民家中，广泛建立

留守儿童之家。 留守儿童之家，大
部分有专门的活动室、阅览室、亲
子视频室、心理辅导室，配备了计
算机、文体器材等，有专门的教师
和志愿者进行安全教育， 实施心
理辅导。 宁远县有农村留守儿童
11300余人，该县民政局多方筹集
资金，先后创建400多个留守儿童
之家。 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青皮
源村在校大学生盘江强， 自愿组
织全村11名留守儿童开展音乐、
手工制作等兴趣活动。

暑假期间，永州市创建3000
多个各类留守儿童之家， 陪伴近
10万农村留守儿童欢乐过暑假。
不少在外务工的家长们表示，过
去一到暑假，担心孩子们的安全，
有了留守儿童之家，就放心多了。

创建3000多个各类留守儿童之家
永州留守儿童欢乐过暑假

山村里的幸福合唱

� � � �湖南日报8月20日讯(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伍中正) 记者近日
从常德市柳叶湖旅游度假区获
悉， 中国七夕民俗文化研讨会暨
仙女湖国际爱情湖泊旅游峰会，
日前在江西新余举行， 柳叶湖旅
游度假区应邀参加， 并与意大利
维罗纳、希腊雅典、新余仙女湖、天
山天池、安庆孔雀东南飞景区、绍
兴沈园、西安华清宫等，共同发起
成立国际爱情旅游目的地联盟。

此次会议围绕七夕文化传承
及爱情主题湖泊型景区如何发展
等内容， 探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
展之路， 探索爱情主题湖泊型景
区如何实现发展升级等。 柳叶湖

旅游度假区现场推介“刘海砍樵”
“柳毅传书”等旅游项目。

近年来，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
全力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把
爱情文化和休闲体验巧妙融合，
如“柳毅传书”项目，该项目位于
柳叶湖湖仙岛， 以柳毅与小龙女
的爱情故事为背景，由湖仙岛、龙
灵寺、柳毅亭等组成。柳毅亭与司
马楼、摩天轮以一湖碧水相连、遥
相呼应，形成柳叶湖上独具魅力的
景观，吸引了大量旅客观光。

据统计， 柳叶湖旅游度假区今
年1至7月接待旅游165.4万人次，同
比增长16%; 旅游整合收入9.5亿元，
同比增长15.6%。

常德柳叶湖荣膺
国际爱情旅游目的地

� � � �中南大学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精准对接中南大学各院系科研资源，深度合作，
把锁在“抽屉”里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

“转”出一片新天地

现场查办“升学宴”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胡永昌

8月19日8时刚过，辰溪县纪委监委办公室的电
话铃声急促响起，有人举报孝坪镇有党员干部办“升
学宴”。 县纪委监委立即派人进行核查。

上午9时许，核查人员赶到孝坪镇某酒店，现场
已有七八桌客人。 核查人员进行了摄像取证。

在酒店门口， 镇纪委工作人员正在对举办儿子
“升学宴”的方田村秘书郑某进行劝导。 县纪委核查
组人员走上前， 出示证件询问郑某，“群众举报你违
规举办升学宴， 请配合我们到镇纪委把问题说清
楚。 ”

郑某一些亲友不明就里， 一下子围上来，“你们
是什么人？ 我们在这里吃饭，关你什么事？ ”

“我们是县纪委办案人员， 请你们不要妨碍公
务。 ”一听是纪委在调查，一些客人悄悄溜走了。

到了镇纪委办公室，郑某抵触情绪很大，不配合
调查。经办案人员耐心教育，郑某后认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诚恳道歉、配合调查。 目前，对郑某违规操办

“升学宴”案，孝坪镇纪委在进一步办理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