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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3 日讯

（记者 龚雅丽 通讯员 肖星群 吴启明）8 月

30 日，涟源市湖南康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一

批价值 7 万美元的 NHDC（新橙皮苷二氢查

耳酮），启程运往美国。“通过科技创新，我们

的产品达到行业领先水平，接到了许多国外

公司的订单。”公司负责人肖业成说。

涟源市把推动企业科技创新作为促进

实体经济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突破

口，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近年来，出

台了推进工业立市、工业强市和帮扶工业企

业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安排专项资金对

企业创新创优、技术改造进行支持和奖励；

强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深化与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合作，扶持企业设立院士工作站、博士

工作站、研究生工作站等，加快科技攻关与

成果转化；实行税收加计扣除和研发经费奖

补、优先申报争资项目等多项政策措施，鼓

励支持企业增加研发投入，创建创新平台。

今年上半年，该市全社会研发投入达 2.4 亿

元，同比增长 11.2%。

同时，涟源市在优化营商环境上持续发

力，为企业创新发展扫清障碍。对科创型企

业和重点项目进行定点帮扶，采取“一家企

业、一名市级领导、一个单位、一位干部”模

式，当好企业“信息员”“服务员”“宣传员”

“联络员”。依托平台公司和金融机构，搭建

“政银企”桥梁，为有技术优势、有市场潜力

的项目提供专项金融服务，解决企业资金难

题。采取“企业为主、政府扶持”方式，引导企

业开展技术攻关。

4年来，涟源市新增大批创新主体，包括16

个科技创新平台、7个省级技术中心、5个省级

星创天地、1个省级众创空间等。企业创新动能

增强，活力十足。今年上半年，全市完成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19.97亿元，同比增长27.69%。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 月 3 日讯

(记者 严万达 通讯员 欧阳友忠)9 月 2 日，

随着 6000 公斤阳光玫瑰葡萄销往南宁、广州

等地，宁远县冷水镇海江村桃花源葡萄基地

采 摘 接 近 尾 声 。葡 萄 是 海 江 村 的“ 名 优 村

品”，全村种植优质品种葡萄 350 亩，今年可

实现纯收入约 200万元。

在宁远县，“名优村品”蓬勃发展，为增

加农民收入、推动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

今年上半年，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达 8396 元，同比增长 14.2%。

宁远县依托当地农业产业基础和资源

禀赋，大力发展“名优村品”，走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差异化发展之路。县里采取措施，推

动“一乡一品、一村一特”特色农业向集约

化、规模化发展，全力培育“烟稻菜、两茶（茶

叶、茶油）柑、猪牛兔”九大特色优势产业，打

造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果盘子”“米袋

子”“肉铺子”。各乡镇村因地制宜，优化产业

结构，实施农产品品牌发展战略。采用“公

司+基地+合作社”模式，建设农业产业“万字

号基地”10 余个，培育名优特农产品村 120

个，打造九嶷山系列农产品品牌 30 余个，基

地安排就业 2 万余人，基地农民户均年增收 2

万余元。

在 鲤 溪 镇 仙 马 石 村 特 色 产 业 种 植 基

地，村民忙着给沃柑和脐橙安装一体化微

喷 设 备 ，以 实 现 抗 旱 节 水 。4 年 前 ，该 村 流

转土地 1000 多亩，发展沃柑、脐橙、锥栗三

大产业，如今沃柑和脐橙已挂果，锥栗长势

良好。村党支部书记郭纯安说，群众入股分

红 、务 工 增 收 ，每 年 可 增 加 村 集 体 收 入 10

多万元。

目前，宁远县已建成粤港澳大湾区“菜

篮子”基地 13 个、省级现代农业特色产业园 5

个，烟叶种植面积、产量稳居全省第二。

先停职再处理

湘潭铁腕整治“吃喝风”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3日讯（记者 肖畅 通讯员

郭高煌）“专项整治行动开始后，再发生违规吃喝等典型‘四

风’问题的，一律按程序对相关责任人先停职再处理！”9 月 3

日，湘潭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介绍，目前，该

市正开展以违规吃喝为重点的“四风”问题专项整治行动。

整治行动分为集中整治和常态化整治阶段，集中整治

自今年 8月启动至 12月结束，此后转为常态化整治。

整治内容紧盯 8 个方面突出问题，包括公务接待（除外

事接待、商务活动外），工作时间及工作日违规饮酒；酗酒滋

事闹事、酒驾醉驾或饮酒致人伤亡；在干部交流、提拔、调整

过程中，用公款聚餐、请客送礼；要求下级单位及其他单位、

企业、个人违规安排吃喝活动，承担相关费用；以私人招待、

工作餐为名搞“一桌餐”，或者在单位食堂及相关内部场所

违规宴请；虚列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印刷费、宣传费等

套取资金用于吃喝、发放各类奖金福利；虚报公车使用支

出，变公车为“专车”，利用公务用车维修点、加油卡等供养

私车；其他“四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整治行动以部门、单位党委（党组）自查自纠为主，纪检

监察部门督查检查为辅。对督导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线索，市

纪委监委将快查严办，限期整改到位。同时，选取突出问题

和典型案例公开通报曝光，做好查办案件“后半篇文章”。

全省最大容量储能电站
在大通湖开建

每年可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
10亿千瓦时，碳减排75万吨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3日讯 (通讯员 徐钢

刘欣 记者 杨玉菡）9月 1日，益阳市大通湖区储能电站

开工建设。该储能电站是省级新能源重点建设项目，由国

网湖南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目前全省容

量最大的储能电站。

大通湖区储能电站位于千山红镇利厚村，总投资

4.4 亿元，主要由磷酸铁锂电池、电池管理系统、升压变

流系统、能量管理系统等组成。项目建好后，就像安装了

一个超大容量的巨型“充电宝”，在凌晨用电低谷时充电

储存电能，在中午、晚上用电高峰期间释放电能，从而实

现电力负荷削峰平谷，缓解迎峰度夏、迎峰度冬用电紧

张问题。每年可促进消纳新能源电量 10亿千瓦时，促进

碳减排 75万吨，创产值 1亿元以上、税收 500万元以上。

桂阳发现4座东汉古墓
出土陶器、银器、铁器等文物

81件（套）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3日讯（通讯员 陈

鹏 廖诗卉 记者 颜石敦）9 月 1 日，桂阳县敖泉镇杏村

考古项目组通报，经过半个多月抢救性发掘，4 座古墓

考古圆满结束，共出土陶器、银器、铁器等文物 81 件

（套）。经考古人员综合分析，古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8月16日，桂阳县敖泉镇杏村高家冲组村民在建房取

土时发现古墓。接到村民报告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郴州

市博物馆、桂阳县文物保护利用中心联合对古墓进行抢救

性发掘。古墓位于222省道旁一座小山坡上，保存完好，没

有发现被盗痕迹。古墓规模大，墓室较深，墓砖刻有寓意吉

祥的鱼、祥云等图案。出土的随葬品有琉璃耳珰、银饰耳珰

等女性饰品，还有陶制的灶、仓、井等模型明器，惟妙惟肖。

桂阳县文物保护利用中心副主任廖恒介绍，在 3号

墓发现“永初四年九月”纪年铭文砖。永初是东汉皇帝汉

安帝刘祜第一个年号，“永初四年九月”距今已1911年。在

2号墓还发现了多纹合一的墓砖，砖的侧面阳刻清晰的卷

云纹、鱼纹、五字纹，分别代表吉祥如意、年年有余、财源

茂盛的寓意，这是郴州首次发现多种纹饰合一的古墓砖。

桃江14个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

总投资额达17.2亿元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3日讯（通讯员 谢佳良

记者 杨军）9 月 1 日，桃江县举行 2021 年招商引资重点项目

集中签约活动，14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达 17.2亿元。

此次签约的有宁波钜亿新材料、东莞市金圆迪塑胶电

子、深圳市博明英光电科技等 14 家企业，签约项目涵盖通

信、装配式建筑、生态绿色食品、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竹产

业等多个领域。

近年来，桃江县坚持把产业建设作为推动经济发展、跨

越赶超的抓手，把招商引资作为推动项目建设、增加投资总

量的举措，出台系列惠企政策，着力打造笋竹、建材、装备制

造、电子商务、文化旅游、食品加工 6 个主导产业。去年，6 个

主导产业年产值均突破 100亿元。

桃江县委主要负责人表示，县委、县政府将对项目实施情

况进行全程跟踪，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难点、堵点问题，

努力提供优质、快捷、全方位服务，确保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3日

讯 (通讯员 曾华 记者 颜石敦)9 月 1

日，在广东东莞经商的宜章籍企业家姚

总告诉记者，宜章农商银行推出的“老

乡贷”，帮企业解了燃眉之急，非常感谢

家乡银行的帮助。

日前，宜章农商银行工作人员携带

相关设备，远赴珠三角开展“老乡贷”业

务。他们走访东莞宜章商会会员企业，

现场授信 16户，授信金额达 950万元。

宜章农商银行此次到珠三角拓展

业务，主要为“老乡”企业提供利率低、

额度高、使用便捷的便民卡信贷产品，

额度最高可达 200万元。

“有家乡银行鼎力支持，我们有信

心把企业做大做强。”东莞市宜章商会

负责人说。

近年来，宜章农商银行深入开展“党

建共创、金融普惠”行动，整村、整组、整

街、整会授信。对商会采取年度整体授

信、会员批量和分散授信相结合，主动上

门提供金融服务。今年来，该行走访县外

“老乡”企业 80 家，共授信 2200 万元，有

效缓解了宜章在外创业人士金融需求。

10条特色街区
将扮靓“文化岳塘”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3日讯（记者 彭婷

通讯员 朱韵）9 月 2 日，位于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

的特色文化街区——“方橙市美食街”正式开街，将打

造成引领时尚的网红打卡点。

建设路街道位于湘潭市建设路口核心商圈，经济发

达、人流量大。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盘活地方经济，今

年，建设路街道反复调研选址，多次赴长沙坡子街等地参

观学习，最终投资 1200余万元，打造了这条“方橙市美食

街”。街区以“时尚+特色”为主题，引进不同类、不重叠的

经典小吃、网红品牌 42家，设置模块化景观式休闲区，设

有阳光餐厅、萌宠动物园、空中舞台等，是岳塘区第一条

特色美食街。

记者了解到，岳塘区计划以各乡镇、街道为责任主

体，建设 10 条特色文化街区，因地制宜，差异发展。通

过街区创建，探索区域城市规划、文化设施建设新模

式，为产城融合发展、文化岳塘建设增添动力。此次开

街的“方橙市美食街”，拉开了该区特色文化街区建设

序幕，另外 9条街区计划年底前全部建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9月 3日

讯（记者 张咪 通讯员 吴丝雨 王梓

槐）株洲职教园疫情防控督查组成员近

日来到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检查校

园食堂、宿舍等防疫情况，查看清洁消

毒等管理台账。为确保师生有序安全开

学，株洲职教园管理办成立秋季开学疫

情防控督查组，分批次对园区 10 所院校

防疫工作进行全方位检查。

“园区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防疫难度

大。为确保万无一失，对中高风险地区的

学生，要求暂时在家中进行网课学习。”株

洲职教园管理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10

所学校分批次错峰开学，师生入学时提供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管理办对院

校开学疫情防控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校园督查包括门卫值班记录（24小时

轮值）、履职情况、入口检测通道设置和相

关设施设备配置情况，校门口设立临时等

候区和健康观察室，以及校园环境整治及

各类场馆所清洁消毒、换气通风等情况。

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相关负责

人说，学校要求学生在 9 月 4 日、5 日报

到。这次职教园管理办督查组在开学督

查中指出了学校存在宿舍卫生、自助售

货柜及饮水检测等方面问题，学校立即

整改，确保开学前疫情防控完全达标。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易达

“无论什么职业，都能让人感到温

暖，都能成就不平凡。无私奉献的点点

荧光，足以汇成一条璀璨星河。”怀化三

中今年毕业的杨美琳在感谢信中写道。

9 月 2 日上午，带着收到大学录取通

知书的喜悦，杨美琳和父亲一起将感谢

信，连同一面印有“热心服务暖人心、大

爱无边恩情重”的锦旗，送到怀化公交

集团 15路公交车驾驶员杨骐铭手中。

锦旗背后，有个“温暖的约定”在延

续的故事。

杨骐铭驾驶 15 路公交末班车，持续

一年“每晚多等 5 分钟”，只为让怀化三

中 2019 届毕业生尹艺凝能搭车回家。因

与尹艺凝这一“温暖的约定”，杨骐铭被

网友熟知，被誉为“最美驾驶员”。2019

年下半年，怀化公交集团鉴于 15 路公交

车线路较长，沿途学生较多，决定让该

线路末班车“多等 5分钟”成为常态。

尹艺凝读高三时，杨美琳正在读高

一，她对怀化公交集团的温馨之举非常

感动。让杨美琳没想到的是，发生在学姐

身上的温暖一幕，同样在自己身上上演。

2020 年 9 月初，新学期刚开始，杨骐

铭驾驶 15路公交末班车到达怀化三中站

后，没有一个学生上车，让杨骐铭好生纳

闷。当杨骐铭驾车到达终点站时，才发现

杨美琳的父亲骑着摩托车载着女儿从后

方驶来。杨骐铭拦车询问，得知杨美琳读

高三后，学校将下晚自习的时间较以往

推迟了 20 分钟，而她家在怀化西收费站

附近，离终点站尚有 1 公里距离，为了安

全，父亲每晚骑摩托车接她回家。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杨骐铭立即向

车队领导反映。队长刘伟波同队里驾驶员

商量后，向怀化公交集团申请再次改变15

路公交车末班车发车时间。同时，将终点

站往前延长至怀化西收费站。怀化公交集

团采纳了建议，从此该线路末班车发车时

间从21时50分推迟到22时05分。

杨美琳告诉记者，父亲每天下班都很

晚，还要来接她回家很辛苦，有了怀化公

交集团的关心，父亲轻松不少，自己学习

更安心，最终考上吉首大学。杨美琳在感

谢信中写道：“在怀化深夜的大街上，从此

多了一趟回家的车，让我终生难忘。”

“温暖的约定”在延续，助人为乐的

精神在传承。今年 5 月加入 15 路公交车

队的田贤良是杨骐铭的徒弟，他对记者

说，不论延时发车还是延长线路，他都会

像杨骐铭一样，全心全意把服务做好。

上半年全社会研发投入2.4亿元，同比增长11.2%

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4.2%

“温暖的约定”在延续，怀化城区15路公交末班车为爱再次“晚点”——

公交末班车 增站专送她

宜章农商银行“老乡贷”发向珠三角
今年来为县外“老乡”企业授信2200万元

株洲职教园确保开学安全

安乡打造轻工智能
装备制造产业园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9月3日讯（通讯员 周晓文 刘海波

记者 李杰）9月 2日，中国中部(安乡)轻工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链

专场招商会在广东东莞举行，助推安乡打造轻工智能装备制造

产业集群。

轻工智能装备制造是安乡优势产业，以凯斯机械为龙

头的装备制造业集群正加快聚合。今年来，安乡县明确重点

打造轻工智能装备制造等 5 条产业链，突出建设“产业链+

园中园”，重点引进发展鞋服箱包机械等轻工智能装备制

造，总投资 26.7亿元，总规划用地近 1000 亩。

活动现场，广东省鞋机协会、东莞市鞋机协会及陆兴工

业自动化有限公司，分别与安乡县政府签署中国中部(安乡)

轻工智能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安乡制

鞋机械制造项目投资合同书。

产业项目建设年

涟源 创新驱动激发企业活力

宁远“名优村品”赋能乡村振兴

爱心书包
温暖山区学子

9月 3日，双峰县锁石镇育

贤学校，孩子们收到爱心企业

送来的书包，开心不已。当天，

邵东市宇航皮具有限公司为该

学校 70 多名学生送来崭新的

书包，让孩子们开心迎接新学

期。 乃继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