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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0日，位于隆回县工
业集中区的湖南和亚运动用品有限公
司的运动鞋生产车间内，工人们正忙着
为某知名品牌代加工运动鞋。

订单的托付，源于客户对和亚运动
用品公司技术及品牌实力的认可。和
亚运动用品公司现有职员1600余人，有
着20余年为国际国内品牌生产制造运
动用品的经验，更拥有独立的研发大楼，
有世界一流的生产流水线 4 条。2017
年，在隆回县工业集中区的支持下，该公
司成功申报了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在隆回县工业集中区，像和亚运动
用品公司一样，致力于向高新技术方向
发展的企业还有很多。近年来，隆回县
将培育高新产业作为推动企业转型升
级、拉动园区跨越发展的新引擎和原动
力，并取得明显成效。

始建于 2005 年 8 月的隆回县工业
集中区，是由城东南工业主园区和城南
食品工业区组成，以建材、轻工制造和
富硒农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园区。
近年来，该集中区不断在园区内推动高
新技术革新，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
园区企业、园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隆回县工业集
中区严格按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标
准和要求进行，引进了一大批电子信
息、智能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项目。目
前，惠电科技已落户该园区，中民筑友
房屋科技、三百运动用品等9个工业项
目相继开工，京能新能源、九鼎饲料、百
山农业等高新项目竣工投产。

隆回县工业集中区还不断通过政
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在园区扶
植、培育高新技术企业。通过不懈努力，

目前，群丰生物化工已被省政府金融办
确定为2017年湖南省上市后备资源企
业。2017年，湘辉龙牙百合、博隆实业、
和亚运动用品和京能新能源科技4家公
司成功申报为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随着高新技术企业逐渐增多，隆回县
工业集中区高新产业形成集聚效应，园区
企业主动进行技术革新、加大产品研发投
入的氛围更加浓厚。目前，园区内已设立
1个院士专家工作站、1个博士后研究工作
站，大专以上学历从业人员达4000人。
2017年，隆回县工业集中区高新技术产业
产值增长107%；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
总额达2.71亿元；园区企业专利申请受理
数达61件，同比增长96%；专利申请授权
39件，同比增长95%。该园区已被省政府
认定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并被评
为全省第一批绿色园区。（记者 刘波）

隆回工业集中区成功转型升级

成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本报讯 如何让务工人员愿意来
园区就业，想留在园区？3月9日，邵阳
经开区联合市人社局、市就业局组织召
开农民工座谈会，听取务工人员心声，
帮务工人员切实解决实际困难。

座谈会上，九兴鞋业、金砖谷等该区多
家用人企业向农民工代表介绍了招工优惠

举措，希望更多农民工前来就业。农民工
代表也畅谈了自己在企业上班时的感受，
并就解决子女就学问题、改善住宿条件、解
决上班出行难问题、提高待遇等提出建议。

在听取了企业代表及务工人员的
意见和建议后，邵阳经开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增开四条公交线路，进一步

改善务工人员出行条件。同时，展开基
础设施建设，改善务工人员住宿条件；督
查“五险一金”劳动合同签订工作，保障
务工人员待遇，切实解决务工人员诉求，
为务工人员打造更舒适的工作、生活环
境，用更实惠的举措招人、留人。

为助力园区企业解决招工难问题，
当天，市就业局还组织各县市区就业部
门与邵阳经开区及骨干企业签订劳务协
作协议，通过政府搭建“桥梁”，打通用人
企业和劳动力间的信息梗阻，有效解决
企业招工难、务工人员就业难问题。
（记者 刘波 通讯员 蒋岳峰 李侦）

邵阳经开区召开农民工座谈会

搭建园区就业招工桥梁

吕海玉

3月2日，双清区火车站乡前进村2
组居民田苏洲、田晶晶兄弟创办的邵阳
市振兴养殖有限公司里，最后几头可出
栏的藏香猪又被定销一空。春节期间，
兄弟俩带领村民们养殖的藏香猪、宁乡
花猪、乌骨鸡等特色农产品销售火爆，
大家都欢欢喜喜地过了个红火年。

目前，邵阳市振兴养殖有限公司是
双清区火车站乡产业扶贫助乡村振兴
的一个实施点，主要养殖藏香猪。该公
司董事长田苏洲经多年打拼，从打工者
转型为创业者，从普通农民蜕变为致富
能手。其弟田晶晶现任前进村秘书，倾
力带领村民振兴产业、脱贫致富。

2003年，由于家庭贫困，田苏洲高
中毕业后外出务工。几年后，勤劳实干
的田苏洲挣了些钱，便决定返乡创业。
当时大学毕业不久的弟弟田晶晶出谋
划策，建议投身养殖产业。2011年，兄
弟俩冒着风险拿出所有积蓄，租下村里
63亩空山头作为养殖基地，开展肉牛、
生猪、土鸡养殖。就这样，邵阳市振兴
养殖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

由于经营得当，创业几年后，兄弟
俩不仅摆脱贫困，而且攒下百万身家。
至 2017 年底，养殖场的猪舍扩大到
2000 余平方米，存栏生猪达 400 多头，
其中藏香猪300余头、宁乡猪约100头，
另有乌骨鸡等1000多羽。看到田家兄
弟的特色养殖事业做得不错，畜牧站站

长会不定期来养殖基地给予技术支持，
乡、村扶贫干部也鼓励他们发展养殖产
业，带动村里贫困户脱贫致富。

2017年，村级换届选举中，田晶晶
全票当选前进村秘书。作为村民眼中
的致富能人，他和哥哥田苏洲充分利用
自己的养殖经验、技术和市场优势，在
区、乡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
下，以“合作社+公司+农户”的形式开展
产业扶贫：由区扶贫办购买振兴养殖公
司的猪崽免费发放给建档立卡贫困户，
该公司全程提供养殖场地和技术指导，
待成猪达到出栏标准后再由该公司统
一收购进行销售，解决农户的后顾之忧。

今年2月1日，“决战脱贫攻坚，创
建幸福前进”双清区火车站乡前进村产

业扶贫实施大会在
前进村举行。当
天，共有 5 户贫困
户与振兴养殖公司
现场签约发展养殖
产业，致力脱贫致
富。此外，振兴养
殖公司还为村民提
供就业岗位，让贫
困户在家门口就业
脱贫。

特色养殖敲响山村振兴“快捷键”

本报讯 3 月 12 日，双清区
国税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提出要
推进便利化办税，优化完善一体
化办税服务模式。对纳税人而
言，他们的办税流程将更简化，服
务将更精细。

双清区国税局连续四年开展
“便民办税春风行动”，细化推出
一站式服务及错峰预约、自助办
税等便民办税举措。2017年，为
确保“互联网+政务”“互联网+智
慧税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纳税
人，方便纳税人申请办理涉税事
宜，实现网上办税，该局安排专人
进行跟踪服务，一年来共“绑定”
纳税人4151户。

今年，该局将不折不扣落实
各项税收政策，推行税收优惠政
策执行情况问题清单管理，依法
加大国家支持小微企业、技术创
新、节能环保、惠农民生、弱势群
体等结构性减税政策的落实力
度。该局还将加大纳税宣传，开
展“问政于企、问需于企、问税于
企”活动，快速受理，及时调查，依
法处理纳税服务投诉，切实解决
纳税人痛点、难点、堵点，为纳税
人提供更加便利的网上办税、掌
上移动办税等多元服务渠道，全
面提升纳税人获得感，力争年底
企 业 纳 税 人 网 上 申 报 率 超 过
85%。（罗俊 谢立志 蒋圆媛）

双清国税持续优化纳税服务

全面提升纳税人获得感

本报讯 3 月 13 日，记者从
大圳灌区管理局获悉，去年，该局
全面完成了 2016 年度 8411 万元
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灌
区工程管护又添新举措，确保了
灌区水利工程安全运行，为灌区
100 万群众的生产生活送去了

“及时水”“安全水”。
去年 4 月底，大圳灌区 2016

年度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项
目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并于 5 月
组织完工验收。在该项目实施期
间，该局工程建设管理部门通过
加强“四制”管理，狠抓工程质量、
进度、安全、档案管理，实现了工
程质量合格、工程建设安全生产

“零事故”的管理目标。此外，该
局项目储备工作取得新进展。按

照省水利厅部署，去年 11 月，该
局向省水利厅申报了336万元的
灌区量测水设施专项工程项目投
资计划，力争今年正式实施。

为切实加强灌区工程管护，
2017年以来，该局结合灌区工程
管护工作实际，千方百计筹资
300 余万元，积极开展工程重大
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当年 3
月重点处理的大圳总干渠雷公岭
特大溶洞抢险加固、云里坳渠段
的防渗改造加固、磨石岭知青农
场外堤挡土墙加固、雷打石隧洞
的淤积清理、周家岭红星渡槽的
防渗及沉陷加固处理等十余处险
工险段工程，确保了灌区水利工
程安全运行。 （记者 肖燕
通讯员 覃显国）

大圳灌区管理局全力推进项目建管

为百万群众送去“及时水”“安全水”

交行客户员工共建“沃德林”

本报讯 3月11日，春雨霏霏，空气中仍有丝丝寒意，依然
阻挡不了交通银行邵阳分行员工及客户代表植树的热情。

当天上午，交通银行邵阳分行组织员工及客户代表近百人，
前往大祥区云溪谷开展以“携手大自然，共建沃德林”为主题的
植树活动。活动现场，处处是忙碌的身影。大家纷纷挽起衣袖，
手握锄头和铁铲，种下了一批红豆杉、白玉兰等树苗，为初春的
邵阳大地平添了丝丝绿意。

本次活动是交通银行进驻邵阳后的第二次集中植树活动，
旨在打造交行“沃德林”这一企业生态品牌，在企业发展的同时
为邵阳的生态建设贡献力量。 （罗 晶）

中国人寿员工植树播绿忙

本报讯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植树播绿正当时。3月10日
上午，中国人寿保险邵阳分公司工会、团委组织部分员工及家属
共50余人来到邵阳县九公桥宝庆森林公园，开展主题为“我爱
南山红杜鹃，我为邵阳植棵树”员工植树活动。

一到植树基地，大家马上进行自由分组，在专业人员的指导
下分工合作，共同完成了放树、填土、踩实等步骤。经过一个上
午的辛勤劳动，一棵棵高山红杜鹃栽种完毕，在阳光下呈现出勃
勃生机，曾经的黄土坡披上崭新的绿装，放眼望去，处处生机盎
然。 （宁丽萍 夏杰）

为大地添绿 为城市添彩

3月12日，邵阳经开区组织200余名工作人员参加义务植树
活动，为美丽邵阳建设增添新绿。图为该区环保分局工作人员在
经开区污水处理厂内植树。刘波 朱莹婷 李侦 摄影报道

3月13日，
省妇联、省女企
业家协会一行
来邵考察湘林
集团，并走进市
博物馆，了解邵
阳 发 展 变 化 。
图为考察人员
在参观市博物
馆。

罗俊 摄


