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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罗善国 卢璐

因为参加由人社部门组织的技能培训，学
习了电商课程， 建档立卡贫困户学会了通过微
信把鸡蛋卖到全国各地； 高校毕业生到企事业
单位见习就业，由人社部门落实每人每月1380
元的见习生生活补助； 刚刚创业的小微企业入
不敷出，带着项目入驻创业孵化基地，省去了门
店租金， 还能获得政府扶持与补贴……在永州
市冷水滩区， 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创新创业给这
个城市就业工作“创”出的新动能。

2018年10月，冷水滩区被认定为“湖南省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示范区县”。2018年至2019
年10月底， 该区共计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万余
家，带动区内6万余人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孵化基地可以省租金，还能获补贴
11月15日晚，记者走进灯光璀璨的省级创

业孵化基地———永州市冷水滩区源味街， 这里
车水马龙，色彩纷呈。

这条以永州文化为元素， 以江南建筑为风
格，以休闲浪漫为情调的“永州源味创业街”，是
冷水滩区政府投入250余万元与永州市人社局
联合打造的创业一条街。对有创业项目、创业愿
望和创业能力但无场地的创业者， 提供场地支
持，并积极协调落实税费减免、小额信贷等优惠
政策。

致力于智能家居行业的小创智能科技公
司，就是基地里众多孵化企业的一个缩影。

“2014年，我们看好智能家居在永州的发
展前景，开始创业，可当时高昂的房租、日常开
销让我们感到捉襟见肘。”大学生创业者、小创
智能科技主要创始人唐波回忆。

2018年，“永州源味创业街”孵化基地成立，
唐波带上自己的团队、项目入驻。

“政府不但不收企业租金，水电费全免，而

且鼓励我们招收大学生来见习就业， 每个见习
生政府补贴1380元，帮助我们解决了招人难的
问题。”唐波告诉记者。

如今，小创智能已成功孵化，在冷水滩区开
设了两家分店。

源味创业街从2018年3月开始运营以来，
成功孵化17家企业，目前在孵企业14家，带动
就业220余人。

冷水滩区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园， 是该区的
另一家省级创业孵化基地， 越来越多有梦想的
创客来到这里。该基地从2013年4月运营以来，
共入驻41家企业，成功孵化电商企业9家、生产
型企业3家，带动就业527人。

人社部门帮创业者解资金难题
黄中良曾是一名装修行业老板。2016年，

他回到农村创业。他把村里3000多亩的农田集
中起来，成立了中美种植合作社。

“当时我把田都集中起来以后，准备实行机
械化种植。但购买机器要200多万元，冷水滩区
人社局伸出援助之手，提供创业担保贷款50万
元，帮我解决了资金问题。”黄中良告诉记者，合
作社的创立不仅带动全村、全乡老百姓致富，还
吸引了更多的人返乡创业。

为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创业， 冷水滩区
人社局与政府其他相关部门组织协调， 在财税
扶持、信贷支持、企业用工等方面不断完善扶持
政策， 进一步优化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新创业
环境。

该区还依托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建立了创业
指导中心，建立创业项目库，目前已面向全社会
征集入库创业项目100多个， 同时成立了创业
服务专家指导团，对创业项目开发、评估、发布、
跟踪等提供“一条龙”服务。

一系列创新创业扶持政策出台后， 效果逐
步显现。2018年至2019年10月， 冷水滩区人社

部门先后为368名创业人员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4490万元，共计新增各类市场主体2万余户，带
动区内6万余人实现了就近就地就业。

贫困户学会了用微信卖鸡蛋
走进冷水滩区黄阳司镇同乐滩村永辉家庭

农场，38岁的农场主肖拥飞正拿着装满包谷面
的箩筐喂家禽，数百只鸡、鸭、鹅环绕在他身边
抢食，场面相当热闹。

肖拥飞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2008
年，外出打工的他，积累了一点资金后回乡从事
养殖业。由于缺乏养殖技术，几年下来，不仅没
赚到钱，还背负了几万元债务，加上妻子因为甲
亢做了手术，一家三口生活陷入困境。

了解到肖拥飞有发展种养业的意愿后，冷
水滩区人社局与肖拥飞结成了帮扶对子， 用了
不到两年的时间，帮他建起这个家庭农场。

区人社局先后4次推荐肖拥飞去参加培
训，让他学习种植、养殖技术。在衡阳培训时，肖
拥飞学习了电商课程， 回来以后他就开始学习
微信卖鸡蛋，主要销售到上海、长沙等地，还帮
着代卖村民家里的鸡蛋。

“培训不仅让我学到了创业技能，还让我有
能力带着大家在家门口务农挣钱， 一起脱贫致
富。”肖拥飞笑着说。

近年来， 冷水滩区大力开展SYB创业培
训，提升创业人员创业能力。区内加大了培训
实体建设，投入资金20余万元，建成标准化创
业培训多媒体教室1个。在培训的组织实施过
程中，为减轻创业人员参与培训的交通、食宿
负担，开展了“送培训下乡”活动，直接把创业
培训放在乡镇举办， 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返乡
创业农民工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增强了培训
效果。

3年来， 该区共组织6500余人参加了创业
培训，实现成功创业3500余人。

� � � � 2018年12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印发了《湖
南省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二十条措施 》。其中
对于加强创业载体建设 、 加强创业担保贷款
扶持等鼓励创业带动就业措施 ， 给出以下明
确规定：

加强创业载体建设
实施创业载体建设“四个一”工程，2020年

以前， 重点打造10个省级创业孵化示范基地、
100个以上市县级创业孵化基地，年孵化1000

家以上的企业，新增10000个以上的就业岗位。
根据创业孵化效果和带动就业成效， 按政策对
创业孵化基地给予一定奖补。 政府主办或扶持
的创业载体， 要积极吸纳失业人员入场自主创
业，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 支持
稳定就业压力较大地区为失业人员自主创业免
费提供经营场地。

加强创业担保贷款扶持
扩大创业担保贷款对象， 农村自主创业的

农民可纳入支持范围。 符合条件的人员自主创
业的，创业担保贷款最高申请额度由10万元提
高到15万元， 合伙创业的按合伙创业人数、组
织起来共同创业的按组织起来创业人数， 每人
最高15万元额度， 最高贷款额度为75万元，贫
困地区按规定全额贴息3年， 其他地区按规定
全额贴息2年。

小微企业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
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
25%(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15%) 并与其签订
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 按规定可申请最高不超
过3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

（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整理）

�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张尚武
通讯员 黄德开）湖南茶业科技创新论坛
15日在长沙举办，国内茶界专家学者带
来“金点子”，助力湘茶打造千亿产业。

此次论坛由省茶叶学会、 省茶业协
会等单位共同主办。中国茶叶学会、中国
农科院的专家围绕“品牌引领， 创新驱
动”主题，分析当前国际国内茶叶产销形
势，介绍茶业创新发展的最新动态，展望
科技赋能茶叶产业的美好前景。

论坛发布了我省茶业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近年来，围绕湘茶产业发展“瓶
颈”，省内茶界专家协作攻关，拿出一批

高质量成果。江华苦茶新品系红茶发酵、
茯茶轻压新技术、 茉莉花茶挥发性成分
在窨制过程中的变化等分析研究， 为改
进工艺流程提供依据；茶树杂交育种、茶
园绿肥间作等研究成果， 将提升湘茶品
质，引导茶农高产高效栽培。

论坛还重点推介“长沙绿茶”公共品
牌。“长沙绿茶”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一廊
三片”，即长沙县“百里茶廊”和宁乡市沩山
片区、浏阳市淳口片区、望城区的格塘至乌
山片区。“长沙绿茶”拥有湘波绿、金井、高
桥银峰、沩山毛尖等多个知名品牌，规模企
业近200家，年综合产值逾60亿元。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黄利飞）
15日在长沙召开的2019年度高端锯切
联盟年会暨新品发布会上， 中国双金
属带锯条行业龙头企业泰嘉股份推出
MT CUT 系 列 、CB-X925 系 列 和
TCB-WOOD系列三大新品，以此切入
高端切削市场，产品多元化应用实现突
破。

高端切削广泛应用于航空制造、武
器装备、船舶制造等高精尖领域，是生产
大型客机、战斗机、大型船舶等国之重器
的重要设备，市场规模巨大。但由于高温
合金的材料特性， 以及国内市场加工设
备等因素影响， 该领域长期被进口品牌
占据，国产品牌难以切入。在创新研发的
持续助推下， 泰嘉股份的高端产品正加

速进口替代，并陆续走出国门，与其他国
际品牌同台竞争。

泰嘉股份是工信部第三批制造业单
项冠军培育企业，国内、国际市场占有率
排名分列第一、前五，在多个领域占据领
先地位。截至2018年，公司已形成了11
大系列产品、248种齿型，涵盖了双金属
带锯条和硬质合金带锯条两个领域的经
济型、中端、高端全系产品。

泰嘉股份近日还公告拟设立泰嘉印
度公司， 专注于在印度及周边国家市场
推广和销售泰嘉自有品牌锯切产品，并
提供相关服务支持。 印度是全球带锯增
长较快的新兴市场之一。 泰嘉印度公司
业务范围将从印度本土扩张至斯里兰
卡、孟加拉国、尼泊尔等周边国家。

湖南茶业科技创新论坛举办

“金点子”助力千亿湘茶产业

�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万波）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
16日在长沙成立。这是全国首家以“国
土空间规划”命名的省级社会团体组织，
集成了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经
济、林业、环保、交通、水利等多行业的技
术机构和专家团队， 将为各级国土空间
规划工作提供专业技术支撑和政策研究

服务， 加快推进全省统一的国土空间规
划体系构建。

当选学会理事长的湖南省自然资源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金勇章表示，国土空间
规划学会是沟通规划行业与政府部门的
桥梁，是联系规划行业工作者与社会公众
的纽带，是促进科技创新与人才成长的高
地，是连接省内和国内外规划界的窗口。

湖南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成立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陈淦璋）
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10月份70个大中
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称，10月，
长沙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
0.1%，同比上涨3.8%；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下跌0.2%，同比下跌0.7%。据了
解，这也是今年以来，长沙市二手住宅销
售价格连续6个月环比下跌。

榜单中的我省另外2个城市中，岳阳
市新房价格环比下跌0.4%， 同比下跌
1.2%；二手房价格环比下跌0.7%，同比
下跌1%。 常德市新房价格环比上涨
0.4%，同比上涨6.5%；二手房价格环比
下跌0.3%，同比下跌0.5%。

一般认为， 二手房比新房更能反映
真实市场。放眼全国，各地坚持“房住不
炒”定位，夯实城市主体责任，房地产市场
进一步趋稳，价格涨幅有所回落，传统意
义上的楼市“金九银十”旺季没有出现。

与此同时， 我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
增速持续下滑， 也反映出近期楼市的平
淡。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通报最
新信贷数据称，10月末， 全省个人住房
消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2.1%， 比上年
同期下降4.6个百分点， 比上月末回落
0.4个百分点，增速已连续9个月下滑。今
年前10个月，全省个人住房消费贷款新
增1284.6亿元，同比少增19.8亿元。

楼市“金九银十”未现

长沙二手房价连续6个月下跌

� � � � 湖南日报11月17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许可 彭溪）由阳光保险“阳光之
星爱心计划” 援建的“阳光之星博爱小
学”，近日在湘潭县排头乡排头中心小学
揭牌。这是继郴州汝城县、邵阳新邵县阳
光之星博爱学校之后， 阳光保险在湖南
援建的第三所博爱学校。

排头中心小学创建于1969年，教学
楼和礼堂因年代久远，较为陈旧，食堂已

被定为C级危房，教学设备设施落后，已
无法满足正常教学需要。 阳光保险爱心
基金会向该校一次性捐赠20万元爱心
款，用于教学楼维修、校舍环境改善等，
同时向学校捐赠价值2万元的文体用品。

阳光保险自成立以来，积极响应“保
险扶贫”的号召，发挥金融保险企业的社
会责任， 累计为公益慈善事业投入超过
3.1亿元。

湖南新添1所阳光保险博爱学校

泰嘉股份抢占高端切削市场
推出三大系列新品，加速国际化布局

冷水滩：“创”出就业新动能

■政策链接 湖南鼓励创业带动就业

技能培训
促就业

11月17日， 江永县就业培
训中心， 农村妇女在接受育儿
技能培训。近年，该县以劳动就
业市场需求为导向， 依托家政
培训基地和家政服务机构，采
取订单培训方式， 为农村妇女
免费开展育婴、老年护理、保育
等家政服务技能培训， 帮助她
们实现就业。 田如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