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沙洲工业园“腾笼换鸟”激发活力

·精彩湖南·

连日来，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新坪社区全力整治人

居环境，廉政义务监督员叶建军拍下了社区干部身扑人居

环境整治一线的场景，发到了新坪社区清风连心桥微信监

督群中，社区居民纷纷点赞。

以往，村居重大事项决策，村民知之甚少，缺乏必要的

沟通，村居财务支出不够透明。为畅通群众监督渠道，丰

富清风连心桥的内涵，织牢监督制约权力运行的“笼子”，

东江街道在每个社区精心挑选了3名有热情、爱挑刺、敢

较真的老干部、老党员，做廉政义务监督员，对干部作风、

村级（社区）财务以及重大事项展开监督。

7个社区的21名廉政义务监督员上岗以后，像“啄木

鸟”一样，盯紧基层干部和财务支出，发挥廉政“微探头”和

“显微镜”作用。他们积极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低保评

议、临时救济等各项工作，及时向街道纪工委报告和举报

违规违纪问题，向群众多方位宣传全面从严治党的执纪监

督纪律，真正架通群众“连心桥”。

廉政义务监督员自下而上的监督，让东江街道村居干

部作风明显好转，上班纪律更加规范，接待群众来访更加

细心、耐心，受到群众好评。截至目前，该街道在村级财务

管理方面未发生违纪情况。 （鲁融冰 周 进）

“啄木鸟”啄出风清气正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永州中心支公司
许可证流水号：0248591
机构地址：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清桥路88号2-3楼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3月31日
发证日期：2019年11月25日
机构编码：000027431121
固定电话：0746-8221820
业务范围：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个人定期死亡保险、个人
两全寿险、个人终身寿险、个人年金保险、个人短期健康
保险、个人长期健康保险、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团体定期
寿险、团体终身寿险、团体年金保险、团体短期健康保险，
经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经营区域由省公司核定。

公 告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

准，换（颁）发《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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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19日

第2019339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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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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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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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12月19日 第2019146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30878448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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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全国）

4
82
806
46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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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58222

中奖注数
（湖南）

0
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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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586
321863

单注奖金
（元）

10000000
411505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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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龚柏
威 通讯员 黄尹 张智勇）近日，设在南
县经开区的捷创新材料有限公司申请了
3项发明专利。该公司专注于高分子改
性新材料研发与制造，已获授权专利近
30项，其显示终端结构件系列产品获得
飞利浦、富士康、小米、创维、TCL、海信
等大企业认可。今年1至11月，公司销
售额同比增长218%。

在南县经开区，企业科技创新蔚然
成风。目前，该区有高新技术企业8家，
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家。今年1至

11月，园区企业共申报专利93项、同比
增加 10%，获得专利授权 71 项；实现高
新技术产业增加值17.3亿元，同比增长
6.3%。

为推动企业科技创新，南县县委、县
政府出台《关于鼓励和支持工业经济发
展的十条政策措施（试行）》，对企业科技
创新和申报专利等给予扶持和奖励。南
县经开区着力扶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
所开展产学研合作，创建省、市级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研发机构，提升技术研发
水平。

南县科工局还在南县经开区建立中
小企业服务平台，为园区企业提供专利
申报等多方面服务。在科技三项经费项
目申报中，优先支持专利成果较多、研发
经费及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的企业，
优先支持参加创新创业大赛及获奖企
业，优先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中
小企业、各类科研平台建设及技术服
务项目。

设在南县经开区的国家级高新技
术企业哲龙科技公司，2018年以来投
入科研经费 160 万元，目前拥有授权

专利14项，公司研发的有机感光鼓全自
动化生产设备，技术达国际领先水平。
在11月12日举行的第八届中国创新创
业大赛新材料行业总决赛中，该公司作
为益阳市唯一参赛企业脱颖而出，获得
优秀企业奖。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孙存
准）今天，中国物流永州智慧物流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在永
州市冷水滩区举行。

会上，永州市政府、永州市经济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中国物流永州智
慧物流产业园项目投资协议书。该项目仓储物流用地约
370亩、商业居住用地约317亩，预计总投资约22.8亿元。
这一项目签约，既是永州市招商引资重大突破，也是该市物
流业发展一件里程碑式大事，对促进永州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中国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国资委监管的大型
企业集团，是集公铁运输、多式联运、国际货代、仓储配送、
生产销售、供应链金融等服务于一体的物流产业集团。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肖向民）
今天，58集团董事长姚劲波携手到家集团董事长陈小华、
风云资本创始合伙人高燃，与湘潭市签约6个乡村振兴项
目。双方将在人才培训及就业、农特产品销售和品牌打造、
融资平台建设、农业信息化建设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此次签约的6个项目，分别为湘潭经开区到家集团培
训基地总部项目、58科创·湖南乡村振兴创业园项目、58众
创·新经济产业园（湘潭）项目、惠农服务社与益农信息社融
合合作项目、湘潭乡村绿色发展产业基金项目、湖南省智慧
农业科技服务项目。其中，湘潭经开区到家集团培训基地
总部项目以“打造中国最大的蓝领培训基地”为目标，将通
过全国标准化培训体系、全国家政行业考试培训认证中心
等多种方式，帮助农村人口就业；湘潭乡村绿色发展产业基
金项目由湘潭市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风云际
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10亿元，为湘潭市农业企业
以及新型农村经营主体提供资金保障。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杨小丽
刘华）12月18日15时28分，正在岳阳经开区康王乡乌江
新村施工的电力工人冒着严寒，将最后一台变压器安装完
毕，宣告岳阳电网新一轮农网改造升级竣工，岳阳农村电网
户均容量达2.0千伏安，成功迈入“2.0”时代。

今年来，岳阳供电公司紧抓省电力公司加大配电网建
设投入的重要窗口期，签订“提前一年完成新一轮农网改造
升级任务”责任状，打响农村电网改造攻坚战。公司领导分
片分区挂点11个区（县、市）公司，每月开展现场督导；各部
门集中优势兵力协同作战，以台区、线路为单元倒排工期。
各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配电网建设，创造了岳阳配电
网升级改造投入、开工规模和施工速度新纪录。

今年，岳阳市农网改造总投资5.5亿元，累计完成线路架
设4005.49公里，配变安装2120台，改造成果惠及204个村
约48万人。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王梅
通讯员 刘晓钰 边冬宇

“听说今晚有皮影戏看”“我也去，等
等我”……

12月14日傍晚，衡东县霞流镇李花
村村民阳发贵提前从地里回来，早早吃
过晚饭，和邻居结伴来到村部群众大舞
台前，在小板凳上坐好。

“破旧俗，易民风，陈规陋习变新风，
反奢靡，忌排场，婚丧嫁娶从简办……”
舞台上，一场以村规民约为主要内容的
皮影戏开演，白布上几个小人物时而灵
动、时而俏皮、时而严肃，唱着方言说着
戏，村规民约在它们的演绎下变得妙趣
横生。

台下观众沉浸在戏里，一会儿被逗
得捧腹大笑，一会儿拍手叫好，一会儿被
感动落泪，低头思考。

“今年我过生日，没有摆酒席，就
在家里做了顿饭，请亲戚们聚一聚，嗑
嗑瓜子聊聊天，感觉蛮好。”村民王枚
英说。

“刚刚台上的小人影说，待人要讲礼
貌、要孝敬长辈，跟学校里老师讲的一模
一样……”今年刚上幼儿园的阳思美，跟
着爷爷来看皮影戏后，兴奋地说。

“有这么多人捧场，我表演得也很开
心。”今年 69 岁的皮影戏手艺人崔水成
说，近几年，用皮影戏演绎村规民约，很
受群众欢迎，让这门老手艺迸发了新生
机。这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最近他
结合当下生活场景改编了几场戏，在多
个村庄演出，每场都受欢迎。

“大家热情高，点名要看皮影戏，自
己还编排了舞蹈。”李花村党总支书记阳
国清说，村规民约学习起来很枯燥，但用
皮影戏表现出来，村民们爱看，还会认真
思考、反省自己。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曹向群 郭佳丽）近日，永兴
县总投资3亿元、总建筑面积12.4万平
方米的山湖海房产项目，仅花6天便完
成了施工图审查备案。而此前，建筑面
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项目，其施工图
审查备案需半个月左右。

永兴县住建部门工作人员介绍，该

项目在总图完成审批后，办理工程规划
许可的同时，先进行技术性审查，施工
图提交系统遴选后，2 天完成地勘报告
审查，6天便完成了施工图审查。

据了解，今年来，永兴县进一步深
化“放管服”改革,打造投资项目审批事
项少、办事效率高、服务质量优的政务
环境。7月明确取消社会投资项目初步

设计审批环节。自10月起，实施施工图
审查告知承诺、容缺受理服务模式，进
一步简化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提高项目
审批速度。

永兴县纪委监委积极配合，开展
“改进作风、优化政务服务工作”专项
督查督办，在全县上下营造“马上就
办”的工作作风。湖南申联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环保资源再生综合利用等 10
个社会投资项目，通过简化初步设计
评审程序，精简办事流程，审批提速
50%以上。

永兴深化“放管服”改革
审批提速50%以上

湖南日报12月 19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廖承雄)12 月 13 日，湖南
锦霖建设公司建筑工业化产业园项目,在
衡阳白沙洲工业园破土动工。就在两天
前，该项目坐落地的土地使用权尚属另
一家公司。“由于产业布局调整，上家公
司二期项目没有必要再建，我们就建议
其出让剩余的100余亩土地。”园区负责
人介绍，这是园区通过“腾笼换鸟”盘活
闲置土地资源的一个例子。

近年来，用地难成为白沙洲工业
园转型发展的瓶颈。该园作为衡阳市

承接产业转移的“桥头堡”，大量优质
项目等待入园，而园区实际剩余可用
土地不多且较为分散。如何找到破解
之道？今年，该园将眼光放到那些因
经济形势或自身经营等原因而被闲置
的土地上，大刀阔斧开展“腾笼换鸟”
行动。

将“休眠鸟”变“活鸟”，是行动的第
一步。经摸底调查，园区先后与13家用
地效率偏低企业座谈，了解企业用地计
划和土地闲置原因，在积极协调解决企
业项目用地、手续补办等历史遗留问题

的同时，对低效利用、闲置的1246.47亩
土地，采用合理合法方式推动履约见
效。对牧钢、汉龙等失联未履约企业，以
登报、发律师函等方式督促履约，使一批
土地变活。

同时，新增一批“俊鸟”，实现“腾
笼换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园区对

“低产田”和“高产田”项目进行差别化
资源配置和政策支持，引导低产或闲
置项目出让土地，转而引入智能制造
等高端项目。

除了土地，还有部分企业存在大量

闲置厂房，园区就以租赁等方式引入一
批“俊鸟”，有序盘活闲置厂房。今年来，
园区新引进的工业机器人行业龙头企业
新松机器人、亚柏检测等，租赁厂房4万
余平方米。支持湘梦、林肯液压、越能电
力、澳衡机械等厂房闲置企业，引进东部
地区电子信息项目10余个，全部投产后
可年创产值10亿元。目前，园区内闲置
厂房面积已从年初 12.87 万平方米缩减
至近2万平方米，园区智能制造、电子信
息等主导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发展活
力迸发。

12月17日，涟源市荷塘镇崇木村，天柱山禽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在指导因病致贫的贫困户肖
龙澍（右）学习养鸡技术。今年5月，肖龙澍前往该公司边工作边学习养鸡技术，3个月的学习后，
他用务工所得购买了1000余羽鸡苗进行土鸡养殖，预计今年收入可达2万余元。“母鸡效应”凸
显，目前，通过这种方式在该公司学习技术后养鸡脱贫者已达10余人，共养鸡28000余只。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刘再丽 摄影报道

“母鸡效应”带出十余位“鸡司令”
决胜

——扶贫印记

盘活闲置土地与厂房

1至11月，园区企业申报专利93项、获得授权71项

湘潭签约六个项目
助力乡村振兴

永州招商引资获重大突破
投资22.8亿元智慧物流产业园

项目签约

岳阳农村电网
迈入“2.0”时代
204个村完成升级改造

皮影戏说
村规民约

零陵区“作风灯”
照亮扶贫路

湖南日报12月 19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沈宇杰）“这两名队员今天不在位，并且没有按规
定请假，请说明一下情况！”近日，在永州市零陵
区菱角塘镇古江村，由区纪委监委牵头成立的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联合督查组暗访时，发现
驻村工作队员离岗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处理。

今年，零陵区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加强扶贫
领域监督执纪问责，创新推出“村务监督月例会”制度，
坚决整治驻村工作队员和村组干部作风问题，严惩群

众身边“微腐败”。同时，不定期对驻村工作队员和村
组干部作风建设情况进行督查，重点查处和纠正扶贫
领域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及漠视群众利益等突
出问题。

“加强驻村帮扶队伍规范化管理，为扶贫工作点
亮一盏‘作风灯’，为决胜脱贫攻坚提供纪律保障。”
零陵区纪委监委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全区共开展
扶贫领域作风专项督查 16 次，发现问题线索 65 件，
查处32人，进一步加强了基层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湖南日报12月19日讯（记者 李杰）为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19日上午，常德至长沙定制客运快车正式
开通运营。

常德至长沙定制客运快车由湖南常德欣运集团
与湖南龙骧集团携手打造。首批共投入40台七座小

型客车，车上配备充电器、雨伞、热水、健康包等。以
多人合乘、私人定制方式，提供常德至长沙“门到
点”、长沙至常德“点到门”的运输服务，即在常德市
城区可上门接送乘客，在长沙市城区乘客可在固定
地点乘车。

常德至长沙定制客运快车开通

南县经开区 科技创新蔚然成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